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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汇添富恒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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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添富恒生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简称“基金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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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汇添富恒生指数分级证券

投资基金（以下简称“本基金” ）以2016年1月4日为基准日，对该日交易结束后登记在册

的恒生A份额 （基金代码：150169， 场内简称： 恒生A）、 添富恒生份额 （基金代码：

164705，场内简称：添富恒生）办理定期份额折算业务。 现将折算结果及恢复交易相关事

项公告如下：

一、份额折算结果

2016年1月4日，场外添富恒生份额经折算后的份额数按截位法保留到小数点后两

位，舍去部分计入基金财产；恒生A份额、场内添富恒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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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份额折算比例按截位法精确到小数点后第9

位。 具体结果如下表所示：

基金份额

折算前 折算后

折算前份额 新增份额折算比例 折算后份额 折算后份额净值

场外添富恒生份额 74,902,020.27 0.031427387 77,255,995.04 0.910

场内添富恒生份额 52,709,632.00 0.031427387 54,366,158.00 0.910

恒生A份额 719,776,478.00 0.062854774

719,776,478.00

1.000

新增场内添富恒生

份额：45,241,387.00

注：场外添富恒生份额经折算后产生新增的份额为场外添富恒生份额；场内添富恒生

份额经折算后产生新增的份额为场内添富恒生份额； 恒生A份额经折算后产生新增的份

额为场内添富恒生份额。

投资者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可查询经本基金注册登记人及本公司确认的折算后份

额。

二、恢复交易

自2016年1月6日起，本基金恢复申购（含定期定额投资）、赎回、转托管和配对转换业

务。

添富恒生份额、恒生A份额将于2016年1月6日上午9:30-10:30停牌一小时，并将于

2016年1月6日上午10:30复牌。

三、重要提示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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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年1月6日恒生A份额即时行情显示的前收盘价为2016年1月5日恒生A份额净值（四

舍五入至0.001元）即1.000元，由于恒生A份额折算前存在折价交易情形：2015年1月4日

恒生A的收盘价为0.978，扣除上一个定期折算期间约定收益后为0.921元，与2016年1月6

日的前收盘价有较大差异，2016年1月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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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年1月6日添富恒生份额即时行情显示的前收盘价为2016年1月5日的添富恒生

份额净值（四舍五入至0.001元）即0.907元，由于添富恒生份额折算前存在溢价交易情形：

2015年1月4日添富恒生的收盘价为0.943元， 扣除上一个定期折算期间约定收益后为

0.914元，与2016年1月6日的前收盘价有较大差异，2016年1月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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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基金恒生A份额期末的约定应得收益将折算为场内添富恒生份额分配给恒生A

份额的持有人，而添富恒生份额为跟踪恒生指数的基础份额，其份额净值将随市场涨跌而

变化，因此添富恒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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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恒生A份额经折算产生的新增场内添富恒生份额数和场内添富恒生份额经折

算后的份额数将取整计算（最小单位为1份），舍去部分计入基金财产，持有极小数量恒生

A份额或场内添富恒生份额的持有人存在无法获得新增场内添富恒生份额的可能性。

投资者可登陆本公司网站（www.99fund.com）查询相关信息或拨打客户服务电话

（400-888-9918）咨询相关事宜。

汇添富基金高度重视投资者服务和投资者教育， 特此提醒投资者需正确认知基金投

资的风险和长期受益，做理性的基金投资人，做明白的基金投资人，享受长期投资的快乐！

特此公告。

汇添富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2016年1月6日

汇添富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指数熔断期间旗下场内基金申购赎回

业务安排的提示性公告

根据2015年12月31日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 ）发布的《关于做好指数

熔断期间场内基金申赎业务安排的通知》，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上交所” ）发

布的《关于指数熔断期间上海证券交易所场内基金申购赎回事项的通知》的规定，指数熔

断期间，深交所场内基金（含ETF、LOF、分级基金和挂牌申赎开放式基金等）、上交所场

内股票类基金的申购赎回业务以及上证基金通相关业务同步暂停。 如未来交易所变更其

场内基金熔断业务规则的，场内基金相关业务遵照交易所届时发布的规则办理。

投资者可以登录本公司网站 (www.99fund.com) 或拨打本公司客服热线

（400-888-9918）咨询相关信息。

特此公告。

汇添富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2016年1月6日

关于添富恒生份额、恒生

A

份额定期份额

折算后复牌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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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添富

恒生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的约定，汇添富恒生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以下

简称“本基金” ）以2016年1月4日为基准日，对该日交易结束后登记在册的恒生A份额

（基金代码：150169，场内简称：恒生A）、添富恒生份额（基金代码：164705，场内简称：添

富恒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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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及本基金管理人网站上的《关

于汇添富恒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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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证券交易所证券投资基金交易和申购赎回实施细则》，

2016年1月6日恒生A份额即时行情显示的前收盘价为2016年1月5日恒生A份额净值（四

舍五入至0.001元）即1.000元，由于恒生A份额折算前存在折价交易情形：2015年1月4日

恒生A的收盘价为0.978，扣除上一个定期折算期间约定收益后为0.921元，与2016年1月6

日的前收盘价有较大差异，2016年1月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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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年1月6日添富恒生份额即时行情显示的前收盘价为2016年1月5日的添富恒生

份额净值（四舍五入至0.001元）即0.907元，由于添富恒生份额折算前存在溢价交易情形：

2015年1月4日添富恒生的收盘价为0.943元， 扣除上一个定期折算期间约定收益后为

0.914元，与2016年1月6日的前收盘价有较大差异，2016年1月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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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汇添富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2016年1月6日

汇添富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旗下部分基金调整停牌股票估值方法的

公 告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进一步规范证券投资基金估值业务的指导意见》、中国证券业

协会基金估值工作小组《关于停牌股票估值的参考方法》的规定，汇添富基金管理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与基金托管人协商一致，决定自2016年1月5日起，对旗下部

分基金所持有停牌股票“冠昊生物（股票代码：300238）、北方国际（股票代码：000065）、

恒信移动（股票代码：300081）、” 采用“指数收益法”进行估值。 待该股票复牌交易并且

体现出活跃市场交易特征后， 将恢复为采用当日收盘价格进行估值， 届时将不再另行公

告。

投资者可以登录本公司网站 ：www.99fund.com， 或拨打本公司客服热线 ：

400-888-9918咨询相关情况。

特此公告。

汇添富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2016年1月6日

证券代码：

002778

证券简称：高科石化 公告编号：

2016-001

江苏高科石化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首日风险提示公告

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承担连带责任。

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江苏高科石化股份有限公司人民币普通股股票上市的通知》（深证上[2016]1

号）同意，江苏高科石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股票

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证券简称：“高科石化” ，证券代码：“002778” ，本次公开发行的2,230

万股股票将于2016年1月6日起上市交易。

本公司郑重提请投资者注意：投资者应充分了解股票市场风险及本公司披露的风险因素，切实提高风

险意识，在新股上市初期切忌盲目跟风“炒新” ，应当审慎决策、理性投资。

现将有关事项提示如下：

一、公司近期经营情况正常，内外部经营环境未发生重大变化，目前不存在未披露重大事项。

二、经查询，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公司近期不存在重大对外

投资、资产收购、出售计划或其他筹划阶段的重大事项。 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按招股说明书披露的计划实

施，未发生重大变化。

三、公司最近一期财务报表审计截止日为2015年6月30日。 公司2015年7-9月的财务报表未经审计，但

已经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阅，并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致同专字(2015)第110ZA3419

号”《审阅报告》。经审阅，公司2015年1-9月实现营业收入44,367.52�万元，同比增长-35.76%；归属于母公

司股东的净利润为2,999.58万元，同比增长5.56%；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为2,941.50万元，同比增长

9.39%。

四、公司2015年1-12月业绩预计情况为：2015年1-12月净利润较上年同期增长5%～15%。

上述业绩变动的预计，只是公司基于目前生产经营情况及内外部经营环境未发生重大不利变化情况下

的合理预测。 若实际经营情况与公司初步预测发生较大变化，本公司将根据相关规则及实际经营情况及时

进行信息披露。 关于公司2015年度具体财务数据以法定时间披露的 2015年度报告为准。

本公司特别提醒投资者认真注意以下风险因素：

（一）原油价格大跌对发行人经营业绩的影响及风险

2014年末，国际原油价格大幅下跌，引起了公司主要原材料基础油的市场价格向下调整，公司采购价格

相应降低。 同时，原材料基础油市场价格的向下调整也引发润滑油产品市场的价格下跌，公司亦相应下调了

产品售价。

原油价格下跌对发行人经营业绩会产生一定的影响，主要系发行人基于保证日常润滑油产品的正常生

产需要储备一定量的原材料基础油。 当原材料市场价格大幅度下跌时，公司库存中的原材料基础油及产成

品润滑油都会存在相应的减值风险。 同时，由于原材料价格下跌导致的产品销售价格下调较为敏感迅速，使

得原材料价格下跌时，发行人产品销售的单位毛利下降，对经营业绩产生不利影响。

发行人在报告期内为了尽量规避原材料价格大幅度波动带来的对经营业绩的大幅度影响，采取了提升

产品结构，稳定销售价格、加强采购规划与库存管理能力等措施，但是在原油价格大幅度下跌时，发行人仍然

面临存货减值、经营业绩下滑的风险。

（二）主要原材料价格波动风险

公司产品润滑油的主要原材料为基础油， 报告期内占公司生产成本的比例分别为96.28%、93.70%、

93.44%和92.21%，占比较高。基础油主要由原油提炼而成，其价格由各石油炼化企业根据原油价格波动及市

场供求情况自主定价，其价格走势与原油的价格走势呈正相关关系。 如果公司原材料价格快速下跌将存在

计提存货跌价准备的可能性，如果原材料价格快速上涨将存在不能及时向下游客户转嫁价格的风险。

公司润滑油产品定价主要采取成本加成定价法，以成本核算为基础，参照同类产品的价格、供求情况和

原材料的价格趋势等，综合考虑专业化、个性化等产品在市场上所处的地位和物流距离等因素确定。 针对基

础油价格波动的情况公司采取的应对措施主要有：一是和中海油能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中国石油化工股

份有限公司等炼化巨头建立直供用户关系， 通过公司采购的规模优势获得较为优惠的原材料采购价格；二

是利用现货市场的供求变化进行比价采购，合理安排原材料库存，进行经济、科学的批量采购，采取合理灵活

的成本加成定价策略，及时调整产品的销售价格，合理向下游行业转移原材料波动的风险。 公司采购部门对

原油期货市场行情进行跟踪，以其变动幅度作为调整产品价格和成本控制的依据。

虽然公司过往采取上述措施将基础油的价格波动在一定程度上转嫁给了下游客户，但依然存在其价格

波动给公司业绩造成的不确定影响。 如果出现基础油市场价格大幅度变动或者润滑油产品市场需求持续萎

缩的情况，公司可能面临无法有效转嫁原材料价格波动的风险。

（三）采购相对集中的风险

公司所处润滑油行业的产业链竞争格局决定了公司的采购集中度较高。 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凭借领先的炼化能力和显著的品牌优势， 在国内基础油供应中居于领导地

位。根据上海市润滑油品行业协会与江苏省石油化工工业协会的统计，2012年、2013年和2014年以中国石油

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为代表的国有大型炼化企业基础油产量合计达到295.00

万吨、282.40万吨、172.10万吨，分别占国内总供应量45.74%、46.72%和33.56%的份额。

报告期内公司向包括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中海油能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在内的前五名主要供

应商采购基础油金额分别占当期生产用基础油采购额的比例分别为78.74%、67.88%、63.82%和69.63%，采购

相对集中。

虽然与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等大型企业的销售商体系保持着较强的持续性与稳定性， 公司也与

其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但公司采购相对集中，仍然给本公司经营带来一定风险。 如果主要供应商自身销

售政策或者与公司合作关系发生重大不利变化，将会对公司生产经营业绩造成不利影响。

（四）存货跌价风险

报告期内，随着公司经营规模的增长，本公司原材料和产成品等存货的规模均有较大幅度的上升。 报告

期各期末本公司存货账面余额分别为12,213.51万元、13,258.30万元、13,083.22万元和15,472.89万元。本公

司主要采取以销定产的生产模式，根据客户订单对润滑油产品的具体要求组织生产，同时，本公司根据销售

预测情况，有计划地提前生产一定数量的常规品种润滑油产品。

受2014年末的国际原油价格持续下跌引起的基础油价格下跌， 带动了公司润滑油产品的销售价格下

跌，公司账面库存商品中的变压器油和其他润滑油部分品类存在减值情况。 2014年末公司据此计提存货跌

价准备141.69万元。

尽管本公司主要存货有相对应的销售合同，出现存货进一步跌价的风险较小，但如果原材料价格短期内

进一步下跌，而客户订单无法执行，或者本公司提前生产的常规品种润滑油产品无法及时销售，可能导致存

货的可变现净值低于存货成本，从而对公司的利润水平产生不利影响。

（五）应收账款回收的风险

报告期内公司营业收入分别为96,429.89万元、88,725.07万元、90,441.28万元和29,251.07万元。报告期

各期末公司应收账款账面价值分别为8,836.46万元、10,137.51万元、11,620.85万元和11,684.58万元。 报告

期内，公司营业收入呈现波动趋势，但公司应收账款持续增加。 报告期内应收账款账面价值占流动资产和总

资产的比例呈总体上升的趋势，具体如下所示：

单位：万元

项 目 2015-06-30 2014-12-31 2013-12-31 2012-12-31

应收账款账面价值 11,684.58 11,620.85 10,137.51 8,836.46

占流动资产比例 27.33% 28.80% 26.24% 22.21%

占总资产比例 20.24% 20.91% 19.22% 16.62%

报告期内应收账款余额占营业收入的比例也总体呈现增加的趋势，具体如下所示：

项 目

2015-06-30/

2015年1-6月

2014-12-31/

2014年度

2013-12-31/

2013年度

2012-12-31/

2012年度

应收账款账面余额 12,482.36 12,372.44 10,749.02 9,381.38

营业收入 29,251.07 90,441.28 88,725.07 96,429.89

应收账款余额占营业收入的比例 42.67% 13.68% 12.11% 9.73%

受宏观经济放缓的影响，2013年开始， 公司的部分下游客户主要包括变压器生产厂商以及部分中大型

润滑油经销商、部分终端客户回款速度放缓。 如果公司的应收账款不能按期回收或无法回收，将对发行人生

产经营和经营业绩产生不利影响。

（六）税收优惠风险

2012年8月6日，发行人获得江苏省科学技术厅、江苏省财政局、江苏省国家税务局、江苏省地方税务局

等四部门联合颁发的GR201232000362号《高新技术企业证书》，被认定为高新技术企业，所得税适用税率

为15%，有效期为2012年1月1日至2014年12月31日。 发行人高新技术企业资格已于2014年12月31日到期。

2015年8月24日，江苏省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工作协调小组签发《关于公示江苏省2015年第一批复

审通过高新技术企业名单的通知》（苏高企[2015]12号），发行人被列入江苏省2015年第一批复审通过的高

新技术企业名单。

报告期内所得税税收优惠政策对公司业绩影响明显， 报告期内所得税费用优惠额度分别为4,071,

827.24元、2,903,905.22元、3,313,322.76元、1,685,207.52元， 占当年净利润的比分别为8.91%、9.32%、

9.46%、9.46%。

项 目 2015年1-6月 2014年度 2013年度 2012年度

所得税优惠影响额（元） 1,685,207.52 3,313,322.76 2,903,905.22 4,071,827.24

占净利润比例 9.46% 9.46% 9.32% 8.91%

如果以后年度关于高新技术企业的所得税税收优惠政策发生变化，或者公司以后年度不能被持续认定

为“高新技术企业” ，改按25%的税率缴纳企业所得税，会对公司的经营业绩造成不利影响。

上述风险为公司主要风险因素，将直接或间接影响本公司的经营业绩，请投资者特别关注招股说明书

“第四章 风险因素”等有关章节，并特别关注上述风险的描述。

特此公告！

江苏高科石化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6年1月6日

关于传媒

A

级定期份额折算后次日前

收盘价调整的风险提示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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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银瑞

信中证传媒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的约定，工银瑞信中证传媒指数分级证券投

资基金（以下简称“本基金” ）已于2016年1月4日交易结束后对在该日登记在册的工银瑞

信中证传媒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之基础份额 （以下简称 “传媒母基” ， 交易代码：

164818）和工银瑞信中证传媒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之A份额（以下简称“传媒A级” ，交

易代码：15024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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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工银瑞信基金管理有限

公司网站发布的《关于工银瑞信中证传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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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证券交易所证券投资基金交易和申购赎回实施细则》，

2016年1月6日传媒A级复牌首日即时行情显示的前收盘价为2016年1月5日的传媒A级份

额净值（四舍五入至0.001元），即1.000元。由于传媒A级折算前存在溢价交易情形，2016年

1月4日的收盘价为1.053元（四舍五入至0.001元），扣除约定收益后为1.022元（四舍五入

至0.001元），与2016年1月6日的前收盘价存在较大差异，2016年1月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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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银瑞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6年1月6日

关于高铁

A

端定期份额折算后次日前

收盘价调整的风险提示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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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银瑞

信中证高铁产业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的约定，工银瑞信中证高铁产业指数分

级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本基金” ）已于2016年1月4日对在该日交易结束后登记在册

的工银瑞信中证高铁产业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之基础份额（以下简称“高铁母基” ，交

易代码：164820） 和工银瑞信中证高铁产业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之A份额 （以下简称

“高铁A端” ，交易代码：15032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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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工银

瑞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站发布的 《关于工银瑞信中证高铁产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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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证券交易所证券投资基金交易和申购赎回实施细则》，

2016年1月6日高铁A端复牌首日即时行情显示的前收盘价为2016年1月5日的高铁A端份

额净值（四舍五入至0.001元），即1.000元。由于高铁A端折算前存在溢价交易情形，2016年

1月4日的收盘价为1.029元（四舍五入至0.001元），扣除约定收益后为1.002元（四舍五入

至0.001元），与2016年1月6日的前收盘价存在一定差异，2016年1月6日当日可能出现交易

价格波动的情形。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工银瑞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6年1月6日

关于

500A

定期份额折算后次日前收盘价

调整的风险提示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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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银瑞

信睿智中证500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的约定，工银瑞信睿智中证500指数分级

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本基金” ）已于2016年1月4日对在该日交易结束后登记在册的

工银瑞信睿智中证500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之基础份额（以下简称“工银500” ，交易代

码：164809） 和工银瑞信睿智中证500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之A份额 （以下简称

“500A” ，交易代码：15005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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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工银瑞信

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站发布的《关于工银瑞信睿智中证5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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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证券交易所证券投资基金交易和申购赎回实施细则》，

2016年1月6日500A复牌首日即时行情显示的前收盘价为2016年1月5日的500A份额净值

（四舍五入至0.001元），即1.001元。 由于500A折算前存在折价交易情形，2016年1月4日的

收盘价为1.061元（四舍五入至0.001元）， 扣除约定收益后为0.999元（四舍五入至0.001

元），与2016年1月6日的前收盘价存在较大差异，2016年1月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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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银瑞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6年1月6日

关于环保

A

端定期份额折算后次日前收盘价

调整的风险提示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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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银瑞

信中证环保产业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的约定，工银瑞信中证环保产业指数分

级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本基金” ）已于2016年1月4日对在该日交易结束后登记在册

的工银瑞信中证环保产业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之基础份额（以下简称“环保母基” ，交

易代码：164819） 和工银瑞信中证环保产业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之A份额 （以下简称

“环保A端” ，交易代码：15032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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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工银

瑞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站发布的 《关于工银瑞信中证环保产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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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证券交易所证券投资基金交易和申购赎回实施细则》，

2016年1月6日环保A端复牌首日即时行情显示的前收盘价为2016年1月5日的环保A端份

额净值（四舍五入至0.001元），即1.000元。由于环保A端折算前存在溢价交易情形，2016年

1月4日的收盘价为1.035元（四舍五入至0.001元），扣除约定收益后为1.005元（四舍五入

至0.001元），与2016年1月6日的前收盘价存在较大差异，2016年1月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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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银瑞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6年1月6日

关于新能

A

级定期份额折算后次日前收盘价

调整的风险提示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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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银瑞

信中证新能源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的约定，工银瑞信中证新能源指数分级证

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本基金” ）已于2016年1月4日对在该日交易结束后登记在册的工

银瑞信中证新能源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之基础份额（以下简称“新能母基” ，交易代码：

164821）和工银瑞信中证新能源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之A份额（以下简称“新能A级” ，

交易代码：15032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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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工银瑞信基金管

理有限公司网站发布的 《关于工银瑞信中证新能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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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证券交易所证券投资基金交易和申购赎回实施细则》，

2016年1月6日新能A级复牌首日即时行情显示的前收盘价为2016年1月5日的新能A级份

额净值（四舍五入至0.001元），即1.000元。由于新能A级折算前存在溢价交易情形，2016年

1月4日的收盘价为1.033元（四舍五入至0.001元），扣除约定收益后为1.003元（四舍五入

至0.001元），与2016年1月6日的前收盘价存在一定差异，2016年1月6日当日可能出现交易

价格波动的情形。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工银瑞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6年1月6日

关于工银瑞信睿智中证

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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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工银瑞信睿智中证5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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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银瑞

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以2016年1月4日为份额折算基准日，对工银瑞

信睿智中证500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之基础份额 （以下简称 “工银500” ， 交易代码：

164809）的场外份额、场内份额和工银瑞信睿智中证500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之A份额

（以下简称“500A” ，交易代码：15005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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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年1月4日，工银500的场外份额经折算后的份额数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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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银500的场内份额、500A份额经折算后的份额

数取整计算（最小单位为1份），余额计入基金财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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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折算后份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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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银500场外份

额

30,282,610.77 30,794,368.17 0.016899382 1.4793 1.5819

工银500场内份

额

281,171.00

377,181.00

注1

0.016899382 1.4793 1.5819

500A份额 2,160,058.00 2,160,058.00 0.042248455 1.0005 1.2571

注1：该“折算后份额”包括500A份额经折算后产生的新增工银500场内份额。

注2：工银500场外份额经份额折算后产生新增的工银500场外份额；工银500场内份额

经份额折算后产生新增的工银500场内份额；500A份额经份额折算后产生新增的工银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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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1月6日起，本基金恢复申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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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0A份额将于2016年1月6日上午9:30-10:30停牌一小时，并将于

2016年1月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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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证券交易所证券投资基金交易和申购赎回实施细则》，

2016年1月6日500A复牌首日即时行情显示的前收盘价为2016年1月5日的500A份额净值

（四舍五入至0.001元），即1.001元。 由于500A折算前存在折价交易情形，2016年1月4日的

收盘价为1.061元（四舍五入至0.001元）， 扣除约定收益后为0.999元 （四舍五入至0.001

元），与2016年1月6日的前收盘价存在较大差异，2016年1月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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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500A份额新增份额折算成工银500份额的场内份额数和工银500份额的场内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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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有较少500A

份额数或场内工银500份额数的份额持有人存在无法获得新增场内工银500份额的可能

性。

3、 本基金原500A份额持有人在定期份额折算后将持有500A份额和本基金基础份

额———工银5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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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投资者若需办理工银500场内份额的赎回业务，需通过具有基金申购赎回权限的深

圳证券交易所会员单位进行办理，或将该份额转托管至具有此类业务权限的深圳证券交易

所会员单位之后再行申请办理赎回业务。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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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银瑞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站：www.icbccs.com.cn

2、工银瑞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客户服务热线：400-811-9999

特此公告。

工银瑞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6年1月6日

关于工银瑞信中证传媒指数分级证券投资

基金定期份额折算结果及恢复交易的公告

根据工银瑞信中证传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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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银瑞信基

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以2016年1月4日为份额折算基准日，对工银瑞信中

证传媒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之基础份额（以下简称“传媒母基” ，交易代码：164818）的

场外份额、场内份额和工银瑞信中证传媒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之A份额（以下简称“传

媒A级” ，交易代码：15024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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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年1月4日， 传媒母基的场外份额经折算后的份额数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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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媒母基的场内份额、传媒A级份额经折算后

的份额数取整计算（最小单位为1份），余额计入基金财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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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折算后份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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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传媒母基场外

份额

61,031,143.15 61,999,311.72 0.015863517 0.9715 0.5969

传媒母基场内

份额

105,157,265.00

109,104,746.00

注1

0.015863517 0.9715 0.5969

传媒A级份额 71,841,476.00 71,841,476.00 0.031727035 1.0000 1.0392

注1：该“折算后份额”包括传媒A级份额经折算后产生的新增传媒母基场内份额。

注2：传媒母基场外份额经份额折算后产生新增的传媒母基场外份额；传媒母基场内份

额经份额折算后产生新增的传媒母基场内份额； 传媒A级份额经份额折算后产生新增的

传媒母基场内份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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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1月6日起，本基金恢复申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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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媒A级份额将于2016年1月6日上午9:30-10:30停牌一小时，并将

于2016年1月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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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证券交易所证券投资基金交易和申购赎回实施细则》，

2016年1月6日传媒A级复牌首日即时行情显示的前收盘价为2016年1月5日的传媒A级份

额净值（四舍五入至0.001元），即1.000元。由于传媒A级折算前存在溢价交易情形，2016年

1月4日的收盘价为1.053元（四舍五入至0.001元），扣除约定收益后为1.022元（四舍五入

至0.001元），与2016年1月6日的前收盘价存在较大差异，2016年1月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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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传媒A级份额新增份额折算成传媒母基份额的场内份额数和传媒母基份额的

场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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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有较

少传媒A级份额数或场内传媒母基份额数的份额持有人存在无法获得新增场内传媒母基

份额的可能性。

3、本基金原传媒A级份额持有人在定期份额折算后将持有传媒A级份额和本基金基础

份额———传媒母基份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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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投资者若需办理传媒母基场内份额的赎回业务，需通过具有基金申购赎回权限的深

圳证券交易所会员单位进行办理，或将该份额转托管至具有此类业务权限的深圳证券交易

所会员单位之后再行申请办理赎回业务。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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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银瑞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站：www.icbccs.com.cn

2、工银瑞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客户服务热线：400-811-9999

特此公告。

工银瑞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6年1月6日

关于工银瑞信中证高铁产业指数分级

证券投资基金定期份额折算结果及

恢复交易的公告

根据工银瑞信中证高铁产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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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银瑞

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以2016年1月4日为份额折算基准日，对工银瑞

信中证高铁产业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之基础份额（以下简称“高铁母基” ，交易代码：

164820）的场外份额、场内份额和工银瑞信中证高铁产业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之A份额

（以下简称“高铁A端” ，交易代码：15032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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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年1月4日， 高铁母基的场外份额经折算后的份额数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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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铁母基的场内份额、高铁A端份额经折算后

的份额数取整计算（最小单位为1份），余额计入基金财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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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折算后份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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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铁母基场外

份额

61,456,100.83 62,686,725.50 0.020024451 0.6814 0.6950

高铁母基场内

份额

24,225,088.00

31,264,838.00

注1

0.020024451 0.6814 0.6950

高铁A端份额 163,666,332.00 163,666,332.00 0.040048902 1.0000 1.0273

注1：该“折算后份额”包括高铁A端份额经折算后产生的新增高铁母基场内份额。

注2：高铁母基场外份额经份额折算后产生新增的高铁母基场外份额；高铁母基场内份

额经份额折算后产生新增的高铁母基场内份额； 高铁A端份额经份额折算后产生新增的

高铁母基场内份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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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1月6日起，本基金恢复申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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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铁A端份额将于2016年1月6日上午9:30-10:30停牌一小时，并将

于2016年1月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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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证券交易所证券投资基金交易和申购赎回实施细则》，

2016年1月6日高铁A端复牌首日即时行情显示的前收盘价为2016年1月5日的高铁A端份

额净值（四舍五入至0.001元），即1.000元。由于高铁A端折算前存在溢价交易情形，2016年

1月4日的收盘价为1.029元（四舍五入至0.001元），扣除约定收益后为1.002元（四舍五入

至0.001元），与2016年1月6日的前收盘价存在一定差异，2016年1月6日当日可能出现交易

价格波动的情形。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2、 由于高铁A端份额新增份额折算成高铁母基份额的场内份额数和高铁母基份额的

场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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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有较

少高铁A端份额数或场内高铁母基份额数的份额持有人存在无法获得新增场内高铁母基

份额的可能性。

3、本基金原高铁A端份额持有人在定期份额折算后将持有高铁A端份额和本基金基础

份额———高铁母基份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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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投资者若需办理高铁母基场内份额的赎回业务，需通过具有基金申购赎回权限的深

圳证券交易所会员单位进行办理，或将该份额转托管至具有此类业务权限的深圳证券交易

所会员单位之后再行申请办理赎回业务。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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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银瑞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站：www.icbccs.com.cn

2、工银瑞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客户服务热线：400-811-9999

特此公告。

工银瑞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6年1月6日

关于工银瑞信中证环保产业指数分级

证券投资基金定期份额折算结果及

恢复交易的公告

根据工银瑞信中证环保产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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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银瑞

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以2016年1月4日为份额折算基准日，对工银瑞

信中证环保产业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之基础份额（以下简称“环保母基” ，交易代码：

164819）的场外份额、场内份额和工银瑞信中证环保产业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之A份额

（以下简称“环保A端” ，交易代码：15032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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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年1月4日， 环保母基的场外份额经折算后的份额数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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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保母基的场内份额、环保A端份额经折算后

的份额数取整计算（最小单位为1份），余额计入基金财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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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折算后份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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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环保母基场外

份额

59,901,165.73 60,916,334.68 0.016947399 0.8730 0.8878

环保母基场内

份额

1,323,228.00

2,415,292.00

注1

0.016947399 0.8730 0.8878

环保A端份额 31,557,618.00 31,557,618.00 0.033894798 1.0000 1.0296

注1：该“折算后份额”包括环保A端份额经折算后产生的新增环保母基场内份额。

注2：环保母基场外份额经份额折算后产生新增的环保母基场外份额；环保母基场内份

额经份额折算后产生新增的环保母基场内份额； 环保A端份额经份额折算后产生新增的

环保母基场内份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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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1月6日起，本基金恢复申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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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保A端份额将于2016年1月6日上午9:30-10:30停牌一小时，并将

于2016年1月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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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证券交易所证券投资基金交易和申购赎回实施细则》，

2016年1月6日环保A端复牌首日即时行情显示的前收盘价为2016年1月5日的环保A端份

额净值（四舍五入至0.001元），即1.000元。由于环保A端折算前存在溢价交易情形，2016年

1月4日的收盘价为1.035元（四舍五入至0.001元），扣除约定收益后为1.005元（四舍五入

至0.001元），与2016年1月6日的前收盘价存在较大差异，2016年1月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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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环保A端份额新增份额折算成环保母基份额的场内份额数和环保母基份额的

场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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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有较

少环保A端份额数或场内环保母基份额数的份额持有人存在无法获得新增场内环保母基

份额的可能性。

3、本基金原环保A端份额持有人在定期份额折算后将持有环保A端份额和本基金基础

份额———环保母基份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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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投资者若需办理环保母基场内份额的赎回业务，需通过具有基金申购赎回权限的深

圳证券交易所会员单位进行办理，或将该份额转托管至具有此类业务权限的深圳证券交易

所会员单位之后再行申请办理赎回业务。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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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银瑞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站：www.icbccs.com.cn

2、工银瑞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客户服务热线：400-811-9999

特此公告。

工银瑞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6年1月6日

关于工银瑞信中证新能源指数分级证

券投资基金定期份额折算结果及恢复

交易的公告

根据工银瑞信中证新能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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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银瑞信

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以2016年1月4日为份额折算基准日，对工银瑞信

中证新能源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之基础份额 （以下简称 “新能母基” ， 交易代码：

164821） 的场外份额、 场内份额和工银瑞信中证新能源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之A份额

（以下简称“新能A级” ，交易代码：15032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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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年1月4日， 新能母基的场外份额经折算后的份额数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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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能母基的场内份额、新能A级份额经折算后

的份额数取整计算（最小单位为1份），余额计入基金财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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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折算后份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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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能母基场外

份额

59,590,432.43 60,647,784.14 0.017743649 0.8338 0.8486

新能母基场内

份额

743,597.00

1,463,812.00

注1

0.017743649 0.8338 0.8486

新能A级份额 19,923,222.00 19,923,222.00 0.035487299 1.0000 1.0296

注1：该“折算后份额”包括新能A级份额经折算后产生的新增新能母基场内份额。

注2：新能母基场外份额经份额折算后产生新增的新能母基场外份额；新能母基场内份

额经份额折算后产生新增的新能母基场内份额； 新能A级份额经份额折算后产生新增的

新能母基场内份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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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1月6日起，本基金恢复申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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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能A级份额将于2016年1月6日上午9:30-10:30停牌一小时，并将

于2016年1月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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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证券交易所证券投资基金交易和申购赎回实施细则》，

2016年1月6日新能A级复牌首日即时行情显示的前收盘价为2016年1月5日的新能A级份

额净值（四舍五入至0.001元），即1.000元。由于新能A级折算前存在溢价交易情形，2016年

1月4日的收盘价为1.033元（四舍五入至0.001元），扣除约定收益后为1.003元（四舍五入

至0.001元），与2016年1月6日的前收盘价存在一定差异，2016年1月6日当日可能出现交易

价格波动的情形。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2、 由于新能A级份额新增份额折算成新能母基份额的场内份额数和新能母基份额的

场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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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有较

少新能A级份额数或场内新能母基份额数的份额持有人存在无法获得新增场内新能母基

份额的可能性。

3、本基金原新能A级份额持有人在定期份额折算后将持有新能A级份额和本基金基础

份额———新能母基份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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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投资者若需办理新能母基场内份额的赎回业务，需通过具有基金申购赎回权限的深

圳证券交易所会员单位进行办理，或将该份额转托管至具有此类业务权限的深圳证券交易

所会员单位之后再行申请办理赎回业务。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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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银瑞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站：www.icbccs.com.cn

2、工银瑞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客户服务热线：400-811-9999

特此公告。

工银瑞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6年1月6日

工银瑞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旗下场内基金

在指数熔断期间暂停申购赎回业务的提示性

公 告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2015年12月31日发布的《关于做好指数熔断期间场内基金申赎

业务安排的通知》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2015年12月31日发布的《关于指数熔断期间上海

证券交易所场内基金申购赎回事项的通知》，按照基金合同约定的基金申赎业务开放时间

与交易时间保持一致的原则，指数熔断期间，我司管理的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的场内基

金（含ETF、LOF、分级基金和挂牌申赎开放式基金等）以及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的场内

股票类基金的申购赎回业务暂停。

敬请知悉。

投 资 者 可 登 陆 本 公 司 网 站 （www.icbccs.com.cn） 或 拨 打 客 户 服 务 电 话

400-811-9999咨询有关信息。

工银瑞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6年1月6日

工银瑞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旗下

部分基金持有的长期停牌股票估值

方法调整的公告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进一步规范证券投资基金估值业务的指导意见》及《中国证券

业协会基金估值工作小组关于停牌股票估值的参考方法》的相关规定，经与基金托管人协

商一致，我司决定自2016年1月4日起，对旗下证券投资基金持有的长期停牌股票“文化长

城”（股票代码：300089）、“中化岩土”（股票代码：002542）、“万科A”（股票代码：

000002）、“朗姿股份”（股票代码：002612）、“众信旅游”（股票代码：002707）、“信质电

机”（股票代码：002664）按指数收益法予以估值。 自其复牌之日起且其交易体现活跃市场

交易特征后，按市场价格进行估值，届时不再另行公告。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

情：

工银瑞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站：www.icbccs.com.cn

客户服务电话：400-811-9999� (免长途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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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的过往业绩并不预示其未来表现。投资者投资于本公

司管理的基金时应认真阅读《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法律文件，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工银瑞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０一六年一月六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