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B010

■ 2016年2月1日 星期一

信息披露

isclosure

D

关于华宝兴业中证医疗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

办理不定期份额折算业务期间医疗

A

、

医疗

B

停复牌的公告

因华宝兴业中证医疗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本基金” ）以2016年1月29

日为不定期折算基准日对华宝医疗份额（场内简称：医疗分级，代码：162412）、华宝医疗A

份额（场内简称：医疗A，代码：150261）及华宝医疗B份额（场内简称：医疗B，代码：

150262）办理不定期份额折算业务，根据本基金基金合同的约定以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中

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的相关业务规定， 华宝医疗A份额、 华宝医疗B份额将于

2016年2月1日暂停交易，并将于2016年2月2日10：30�恢复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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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2日华宝医疗A份额、华宝医疗B份额即时行情显示的前收盘价将调整为前一交

易日（2016年2月1日） 华宝医疗A份额、 华宝医疗B份额的份额参考净值 （四舍五入至

0.001元）。 2016年2月2日当日华宝医疗A份额、华宝医疗B份额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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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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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者投资于基金前应认真阅读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

明书和临时公告等文件。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华宝兴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6年2月1日

华宝兴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华宝兴业现金宝货币市场基金收益结转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16年2月1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华宝兴业现金宝货币市场基金

基金简称 华宝兴业现金宝货币

基金主代码 240006

基金合同生效日 2005年3月31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华宝兴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华宝兴业现金宝货币市场基金基金合同》、

《华宝兴业现金宝货币市场基金招募说明书》

收益集中支付并自动结转为基金份额的日期 2016年1月29日

收益累计期间 自 2015年12月31日至 2016年1月28日 止

2�与收益支付相关的其他信息

累计收益计算公式

投资人累计收益=∑投资人日收益 （即投资人

日收益逐日累加）

注: 本次累计收益计算期间为2015年12月

31日至2016年1月28日

收益结转的基金份额可赎回起始日 2016年2月1日

收益支付对象

收益支付日在华宝兴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本基金管理人” ）登记在册的本基金全

体基金份额持有人

收益支付办法

本基金收益支付方式默认为收益再投资方式，

投资者收益结转的基金份额将于2016年1月29

日直接计入其基金账户，2016年2月1日起可查

询及赎回

税收相关事项的说明

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开放式证券投

资基金有关税收问题的通知》（财税字[2002]

128号），对投资人（包括个人和机构投资者）

从基金分配中取得的收入， 暂不征收个人所得

税和企业所得税

费用相关事项的说明

本基金本次收益分配免收分红手续费和再投资

手续费

3�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1、本基金投资人的收益每日进行分配，并于每月最后一个工作日集中按1元面值自动

转为基金份额。 累计收益的计算期间为上次收益结转日至当月收益结转日的前一日，特殊

情况将另行公告。

2、另外，本基金管理人提请广大本基金基金份额持有人定期核查自己的账户余额。 根

据本基金基金合同的规定，本基金按日进行收益分配，当日收益的精度为0.01元，小数点第

三位采用去尾的方式，因此，当账户余额过低时，将出现无收益分配的情形。 此时，基金份

额持有人可选择追加基金份额或者全部赎回等方式避免自身资产的损失。 具体内容，请参

见本基金基金合同中的相关章节。

3、投资者如有其它疑问，请拨打本公司客户服务电话（400-700-5588、

021-38924558)或登陆本公司网站(WWW.FSFUND.COM)�获取相关信息。

特此公告。

华宝兴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6年2月1日

华宝兴业现金宝货币市场基金

2016

年“春节”假期前暂停申购、转换转入

及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16年2月1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华宝兴业现金宝货币市场基金

基金简称 华宝兴业现金宝货币

基金主代码 240006

基金管理人名称 华宝兴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华宝兴业现金宝货币市场基金基金合同》和

《华宝兴业现金宝货币市场基金招募说明书》

暂停相关业务的起

始日、金额及原因说

明

暂停申购起始日 2016年2月4日

暂停转换转入起始日 2016年2月4日

暂停定期定额投资起始

日

2016年2月4日

暂停申购 （转换转入、

定期定额投资）的原因

说明

（1）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2016年部分节假日放

假和休市安排的通知》（证监办发〔2015〕88号）

及沪深证券交易所休市安排,2016年 2月7日（星

期日）至2016年2月13日（星期六）为节假日休

市，2016年2月6日 （星期六）、2016年2月14日

（星期日）为周末休市。 2016年2月15日（星期

一）起照常开市。（2）为保护投资者利益，根据基

金合同和招募说明书的有关规定，本基金管理人

决定于2016年2月4日、2016年2月5日暂停办理本

基金的所有申购、 转换转入及定期定额投资业

务。

下属分级基金的基金简称

华宝兴业现金

宝货币A

华宝兴业现金

宝货币B

华宝兴业现金宝

货币E

下属分级基金的交易代码 240006 240007 000678

该分级基金是否暂停申购（转换转入、定期定

额投资）

是 是 是

2�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1）本公司自2016年2月15日开始恢复办理本基金的正常申购、转换转入及定期定额

投资业务，届时将不再另行公告。 本基金暂停申购、转换转入及定期定额投资业务期间，赎

回及转换转出等其他业务仍正常办理。

（2） 根据中国证监会 《关于货币市场基金投资等相关问题的通知》（证监基金字

[2005]41号）的规定，当日申购的基金份额自下一工作日起享有基金的分配权益；当日赎

回的基金份额自下一工作日起不享有基金的分配权益。 投资者于2016年2月3日申购、转换

转入或定期定额投资本基金的份额，自下一个工作日（即2016年2月4日）开始享受本基金

的分配权益；投资者于2016年2月5日赎回或转换转出本基金的份额将于下一个工作日（即

2016年2月15日）起不享受本基金的分配权益。

（3）请投资者及早做好交易安排，避免因交易跨越假期，带来不便。

（4）如有疑问,可以拨打本公司客服热线：400-700-5588、021-38924558，或登录本

公司网站：www.fsfund.com获取相关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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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资者投资于本基金时应认真阅读基金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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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宝兴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6年2月1日

华宝兴业现金添益交易型货币市场基金

2016

年“春节”假期前暂停申购业务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16年2月1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华宝兴业现金添益交易型货币市场基金

基金简称 华宝添益

基金主代码 511990

基金管理人名称 华宝兴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华宝兴业现金添益交易型货币市场基

金基金合同》和《华宝兴业现金添益交

易型货币市场基金招募说明书》

暂停相关业务的起

始日、金额及原因说

明

暂停申购起始日 2016年2月4日

暂停申购的原因说明

（1）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2016年部分

节假日放假和休市安排的通知》（证监

办发〔2015〕88号）及沪深证券交易所

休市安排,2016年 2月7日 （星期日）至

2016年2月13日（星期六）为节假日休

市，2016年2月6日 （星期六）、2016年2

月14日（星期日）为周末休市。 2016年2

月15日（星期一）起照常开市。 （2） 为

保护投资者利益， 根据基金合同和招募

说明书的有关规定， 本基金管理人决定

于2016年2月4日、2016年2月5日暂停办

理本基金的申购业务。

下属分级基金的基

金简称

华宝添益 华宝添益B

下属分级基金的交

易代码

511990 （申 购 赎 回 代 码 :

511991）

001893

该分级基金是否暂

停申购

是 是

注：本基金场内基金份额（A类基金份额）简称为“华宝添益” ；场外基金份额（B类基

金份额）简称为“华宝添益B” 。

2�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1） 本公司自2016年2月15日开始恢复办理本基金的申购业务， 届时将不再另行公

告。本基金暂停申购业务期间，场内、场外基金份额的赎回及场内基金份额的二级市场交易

等其他业务仍正常办理。

（2） 根据中国证监会 《关于货币市场基金投资等相关问题的通知》（证监基金字

[2005]41号）的规定，当日申购的基金份额自下一工作日起享有基金的分配权益；当日赎

回的基金份额自下一工作日起不享有基金的分配权益。 投资者于2016年2月3日申购本基

金的份额，自下一个工作日（即2016年2月4日）开始享受本基金的分配权益；投资者于

2016年2月5日赎回本基金的份额将于下一个工作日（即2016年2月15日）起不享受本基金

的分配权益。

（3）请投资者及早做好交易安排，避免因交易跨越假期，带来不便。

（4）投资者如有疑问,可以拨打本公司客服热线：400-700-5588、021-38924558，或

登录本公司网站：www.fsfund.com获取相关信息。 投资者还可通过本基金申购赎回代办

证券公司咨询有关详情。 本基金申购赎回代办证券公司名单如下：

序号 证券公司名称 客户服务电话 公司网址

1 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400-800-1001 www.essence.com.cn

2 渤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400-651-5988 http://www.bhzq.com

3 财达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4006128888 www.s10000.com

4 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95579或400-888-8999 www.95579.com

5 长城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0755-33680000、

400-666-6888

www.cgws.com

6 财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95336、4008696336 www.ctsec.com

7 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400-600-0686 www.nesc.cn

8 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95503 www.dfzq.com.cn

9 东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400-888-8588

http://www.longone.com.

cn

10 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0512-33396288 http://www.dwzq.com.cn

11 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400-8888-993 www.dxzq.net.cn

12 方正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95571 www.foundersc.com

13 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95525、400-888-8788、

10108998

www.ebscn.com

14 国都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400-818-8118 www.guodu.com

15 国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95563 http://www.ghzq.com.cn

16 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4006600109 www.gjzq.com.cn

17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95575 http://www.gf.com.cn

18 广州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020-961303 www.gzs.com.cn

19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

400-8888-666�/�95521 www.gtja.com

20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95536 www.guosen.com.cn

21 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400-888-8777或95578 www.gyzq.com.cn

22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95553、400-888-8001 www.htsec.com

23 恒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0471-4972343 www.cnht.com.cn

24 华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95318、400-809-6518 www.hazq.com

25 华宝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400-820-9898、

021-38929908

http://www.cnhbstock.

com

26 华福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96326（福建省外请加拨0591） www.hfzq.com.cn

27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95597 www.htsc.com.cn

28 山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400-666-1618、95573 www.i618.com.cn

29 上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021-962518 www.962518.com

30 申万宏源证券有限公司 95523或4008895523 www.swhysc.com

31 湘财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400-888-1551、

021-38784525

www.xcsc.com

32 信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400-800-8899 www.cindasc.com

33 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95562 www.xyzq.com.cn

34 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0571-967777 www.stocke.com.cn

35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

公司

010-65051166 www.cicc.com.cn

36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

95551或400-8888-888 www.chinastock.com.cn

37

中国中投证券有限责任

公司

95532 www.china-invs.cn

38 中航证券有限公司 400-8866-567 www.avicsec.com

39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

95587或400-8888-108 www.csc108.com

40 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95538 www.qlzq.com.cn

41

中银国际证券有限责任

公司

4006208888或各地营业网点

咨询电话

www.bocichina.com

42

中信证券（山东）有限

责任公司

95548 www.zxwt.com.cn

43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95548 www.cs.ecitic.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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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资者投资于本基金时应认真阅读基金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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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宝兴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6年2月1日

南方基金关于旗下部分基金增加陆金所资管、

唐鼎耀华为代销机构及开通相关业务的公告

根据南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与上海陆金所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陆金所资管” ）、北京唐鼎耀华投资咨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唐鼎耀华” ）签

署的销售合作协议，上述代销机构将自2016年2月1日起代理销售本公司旗下部分基金。 现

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 适用渠道、适用基金及业务范围

代销机构名称 基金代码 基金名称 定投下限 转换业务

陆金所资管 001570 南方利安灵活配置混合A 不开通 不开通

陆金所资管 002015 南方荣光灵活配置混合A 不开通 不开通

唐鼎耀华 000022 南方中债中期票据指数债券发起式A 100元 开通

唐鼎耀华 000023 南方中债中期票据指数债券发起式C 100元 开通

唐鼎耀华 000086 南方稳利1年定期开放债券A 不开通 不开通

唐鼎耀华 000326 南方顺达保本混合 不开通 不开通

唐鼎耀华 000327 南方丰合保本混合 不开通 不开通

唐鼎耀华 000355 南方丰元信用增强债券A 100元 开通

唐鼎耀华 000356 南方丰元信用增强债券C 100元 开通

唐鼎耀华 000527 南方新优享灵活配置混合 100元 开通

唐鼎耀华 000554 中国梦灵活配置混合 100元 开通

唐鼎耀华 000561 南方启元债券A 100元 开通?

唐鼎耀华 000562 南方启元债券C 100元 开通?

唐鼎耀华 000720 南方稳利1年定期开放债券C 不开通 不开通

唐鼎耀华 000844 南方绝对收益策略定期开放混合 不开通 不开通

唐鼎耀华 000955 南方产业活力股票 100元 开通

唐鼎耀华 000997 南方双元债券A 100元 开通

唐鼎耀华 000998 南方双元债券C 100元 开通

唐鼎耀华 001053 南方创新经济灵活配置混合 100元 开通

唐鼎耀华 001181 南方改革机遇灵活配置混合 100元 开通

唐鼎耀华 001183 南方利淘灵活配置混合A 100元 开通

唐鼎耀华 001334 南方利鑫灵活配置混合A 100元 开通

唐鼎耀华 001335 南方利众灵活配置混合A 100元 开通

唐鼎耀华 001420 南方大数据300指数A 100元 开通

唐鼎耀华 001421 南方量化成长股票 100元 开通

唐鼎耀华 001426 南方大数据300指数C 100元 开通

唐鼎耀华 001566 南方利达灵活配置混合A 不开通 不开通

唐鼎耀华 001570 南方利安灵活配置混合A 100元 开通

唐鼎耀华 001691 南方香港成长灵活配置 100元 不开通

唐鼎耀华 002015 南方荣光灵活配置混合A 100元 开通

唐鼎耀华 002167 南方顺康保本混合 不开通 不开通

唐鼎耀华 160105 南方积极配置混合(LOF) 100元 不开通

唐鼎耀华 160106 南方高增长混合(LOF)（前端） 100元 不开通

唐鼎耀华 160121 南方金砖四国指数（QDII）（前端） 100元 不开通

唐鼎耀华 160123 南方中证50债券指数A 100元 不开通

唐鼎耀华 160124 南方中证50债券指数C 100元 不开通

唐鼎耀华 160125 南方香港优选股票（QDII）（前端） 100元 不开通

唐鼎耀华 160127 南方新兴消费增长分级股票 100元 不开通

唐鼎耀华 160128 南方金利定期开放债券A 不开通 不开通

唐鼎耀华 160130 南方永利1年期定期开放债券A（LOF) 不开通 不开通

唐鼎耀华 160132 南方永利1年期定期开放债券C（LOF) 不开通 不开通

唐鼎耀华 160133 南方天元新产业股票 100元 不开通

唐鼎耀华 160134 南方聚利1年期定期开放债券C（LOF） 不开通 不开通

唐鼎耀华 160135 南方中证高铁产业指数分级 100元 不开通

唐鼎耀华 160136 南方中证国有企业改革指数分级 100元 不开通

唐鼎耀华 160137 南方中证互联网指数分级 100元 不开通

唐鼎耀华 202001 南方稳健成长混合 100元 开通

唐鼎耀华 202002 南方稳健成长贰号混合 100元 开通

唐鼎耀华 202003 南方绩优成长混合（前端） 100元 开通

唐鼎耀华 202005 南方成份精选混合（前端） 100元 开通

唐鼎耀华 202007 南方隆元产业主题混合（前端） 100元 开通

唐鼎耀华 202009 南方盛元红利混合（前端） 100元 开通

唐鼎耀华 202011 南方优选价值混合（前端） 100元 开通

唐鼎耀华 202017 南方深证成份ETF联接（前端） 100元 开通

唐鼎耀华 202019 南方策略优化混合（前端） 100元 开通

唐鼎耀华 202021 南方小康ETF联接（前端） 100元 开通

唐鼎耀华 202025 南方上证380ETF联接（前端） 100元 开通

唐鼎耀华 202027 南方高端装备灵活配置混合（前端） 100元 开通

唐鼎耀华 202108 南方润元纯债债券A 100元 开通

唐鼎耀华 202110 南方润元纯债债券C 100元 开通

唐鼎耀华 202202 南方避险增值混合 不开通 不开通

唐鼎耀华 202211 南方恒元保本混合 不开通 不开通

唐鼎耀华 202212 南方保本混合 不开通 不开通

唐鼎耀华 202303 南方理财14天债券A 不开通 不开通

唐鼎耀华 202304 南方理财14天债券B 不开通 不开通

唐鼎耀华 202305 南方理财60天债券A 不开通 不开通

唐鼎耀华 202306 南方理财60天债券B 不开通 不开通

唐鼎耀华 202801 南方全球精选配置（QDII-FOF) 100元 不开通

从2016年2月1日起，投资人可通过上述代销机构办理上述列表中对应基金的开户、申

购、赎回、定投、转换等业务。

上述列表中的基金可参与费率优惠活动，具体优惠规则以上述代销机构的安排为准。

二、 重要提示

1、 上述申购赎回业务仅适用于处于正常申购期及处于特定开放日和开放时间

的基金。 基金封闭期、募集期等特殊期间的有关规定详见对应基金的《基金合同》和《招募

说明书》等相关法律文件及本公司发布的最新业务公告。

2、 投资人可与上述代销机构约定定投业务的每期固定投资金额。 目前，上述代

销机构可办理上述适用基金列表中开通定投业务的基金，具体的定投业务规则请参考上述

代销机构的相关规定。

3、 基金转换是指投资人可将其通过销售机构购买并持有的本公司旗下某只开

放式基金的全部或部分基金份额，转换为本公司管理的另一只开放式基金的份额。 上述适

用基金列表中的基金，若同时采用前端收费和后端收费，则只开通前端收费模式下的转换

业务。 基金转换费用与转换业务规则可参照我司2007年8月30日发布的《南方基金管理有

限公司关于旗下基金在部分代销机构开展转换业务的公告》和2008年3月11日发布的《南

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调整旗下基金转换业务规则的公告》。

三、 投资人可通过以下途径了解或咨询相关情况：

陆金所资管客服电话：4008219031

陆金所资管网址：www.lufunds.com

唐鼎耀华客服电话：400-819-9868

唐鼎耀华网址：http://www.tdyhfund.com/

南方基金客服电话：400-889-8899

南方基金网址：www.nffund.com

四、 风险提示：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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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投资人应当充分了解基金定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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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定投并不能规避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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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6年2月1日

南方基金关于理财金

H

增加华西证券

为申购赎回代理券商的公告

经上海证券交易所确认,根据南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下称"本公司")与华西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下称"华西证券")签署的协议,� 本公司决定自2016年2月1日起增加华西证券为

南方理财金交易型货币市场基金H类（二级市场交易简称：理财金H， 二级市场交易代码：

511810，申购赎回代码：511811，申购赎回简称：理财申赎）的申购赎回代理券商。

投资人可通过以下途径了解或咨询相关情况：

华西证券客户服务电话：95584

华西证券网站：www.hx168.com.cn

南方基金客服电话：400-889-8899

南方基金网站：www.nffund.com

风险提示：

投资人应认真阅读拟投资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法律文件，了解所投

资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并根据自身情况购买与本人风险承受能力相匹配的产品。

特此公告

南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6年2月1日

万家日日薪货币市场证券投资基金

暂停申购业务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16年2月1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万家日日薪货币市场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万家日日薪货币基金

基金主代码 519511(A)、519512（B）、519513（R）

基金管理人名称 万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基金注册登记机构名称 中国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公告依据

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和万家日日薪货币市场证券投资基金基金

合同的有关规定。

暂停相关业务

的起始日、金

额及原因说明

暂停申购的起

始日

2016年2月4日

暂停转换转入

起始日

2016年2月4日

暂停申购的原

因说明

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2016年部分节假日安排的通知》,

2016年春节假期安排为2016年2月7日至2月13日。 为保护基金

份额持有人利益，特安排暂停申购。

恢复相关业务

的日期说明

恢复申购日 2016年2月15日

恢复转换转入

日

2016年2月15日

2．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敬请投资者及早做好交易安排,避免因交易跨越假期带来不便。

投资者可通过本基金各代销机构及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

(1)万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站:www.wjasset.com

(2) 万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客户服务热线 : � 95538转 6；021-68644599；

400-888-0800

本基金自2016年2月15日起恢复办理正常申购业务。 届时将不再另行公告。

特此公告。 万家现金宝货币市场证券投资基金暂停申购业务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16年2月1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万家现金宝货币市场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万家现金宝

基金主代码 000773

基金管理人名称 万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基金注册登记机构名称 中国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公告依据

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和万家现金宝货币市场证券投资基金基金

合同的有关规定。

暂停相关业务

的起始日、金

额及原因说明

暂停申购的起

始日

2016年2月4日

暂停转换转入

起始日

2016年2月4日

暂停申购的原

因说明

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2016年部分节假日安排的通知》,

2016年春节假期安排为2016年2月7日至2月13日。 为保护基金

份额持有人利益，特安排暂停申购。

恢复相关业务

的日期说明

恢复申购日 2016年2月15日

2．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敬请投资者及早做好交易安排,避免因交易跨越假期带来不便。

投资者可通过本基金各代销机构及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

(1)万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站:www.wjasset.com

(2)万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客户服务热线:� 95538转6；021-68644599；

400-888-0800

本基金自2016年2月15日起恢复办理正常申购业务。 届时将不再另行公告。

特此公告。

万家货币市场证券投资基金暂停申购

(

转换转入、定期定额投资

)

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16年2月1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万家货币市场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万家货币

基金主代码

519508 (A)、519507 (B)、519501 (R)、000764、

（E）

基金管理人名称 万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和万家货币市场基金基金合

同的有关规定。

暂停相关业务的起始

日、金额及原因说明

暂停申购起始日 2016年2月4日

暂停转换转入起始日 2016年2月4日

暂停定期定额投资起

始日

2016年2月4日

暂停申购（转换转入）

的原因说明

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2016年部分节假日安

排的通知》,2016年春节假期安排为2016年2月

7日至2月13日。为保护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特

安排暂停申购。

恢复相关业务的日期

说明

恢复申购日 2016年2月15日

恢复转换转入日 2016年2月15日

恢复定期定额投资起

始日

2016年2月15日

2�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敬请投资者及早做好交易安排,避免因交易跨越假期带来不便。

投资者可通过本基金各代销机构及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

(1)万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站:www.wjasset.com

(2)万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客户服务热线:� 95538转6；021-68644599；

400-888-0800

本基金自2016年2月15日起恢复办理正常申购业务，届时将不再另行公告。

特此公告。

关于暂停国开泰富货币市场证券投资基金大额申购、

转换转入业务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

2016

年

2

月

1

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国开泰富货币市场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国开货币

基金主代码 000901

基金管理人名称 国开泰富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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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法律法规以

及 《国开泰富货币市场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

同》、《国开泰富货币市场证券投资基金招募

说明书》

暂停相关业务的起始日、

金额及原因说明

暂停申购起始日 -

暂停大额申购起始日 2016年2月4日

暂停转换转入起始日 -

暂停大额转换转入起始日 2016年2月4日

暂停赎回起始日 -

暂停转换转出起始日 -

暂停定期定额投资起始日 -

限制申购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30,000,000.00

限制转换转入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30,000,000.00

暂停（大额）申购（转换转入、赎回、转换转

出、定期定额投资）的原因说明

根据中国证监会 《关于2016年部分节假日放

假和休市安排的通知》（证监办发〔2015〕88

号）及沪深证券交易所休市安排，为保护基金

份额持有人的利益,2016年2月4日至2月5日暂

停国开泰富货币市场证券投资基金当前交易

日单个账户累计3000万元 （不含） 以上的申

购、转换转入业务。

下属分级基金的基金简称 国开货币A 国开货币B

下属分级基金的交易代码 000901 000902

该分级基金是否暂停/恢复（大额）申购（转换转入、赎回、转换转出、定

期定额投资）

是 是

下属分级基金的限制申购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30,000,000.00 30,000,000.00

下属分级基金的限制转换转入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30,000,000.00 30,000,000.00

注：1、自2016年2月15日起，本基金恢复办理当前交易日单个账户累计3000万元（不

含）以上的大额申购、转换转入业务，届时将不再另行公告。

2、在此期间，本基金的赎回业务及其他业务仍照常办理。

2�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投资者应及早做好交易安排,避免因交易不便造成的损失。

本公告仅对本基金暂停申购业务的有关事项予以说明。投资者欲了解本基金的详细情

况， 请登录公司网站（www.cdbsfund.com）仔细阅读本基金的基金合同及招募说明书，

或拨打本公司的客户服务热线（010-59363299）进行查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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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开泰富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2016年2月1日

关于中海货币市场证券投资基金春节假期前暂停申购

(

含转换转入及定期定额投资

)

业务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

2016

年

2

月

1

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中海货币市场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中海货币

基金主代码 392001

基金管理人名称 中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中海货币市场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

同》和《中海货币市场证券投资基金

招募说明书》

暂停相关业务的起

始日、金额及原因说

明

暂停申购起始日 2016年2月4日

暂停转换转入起始日 2016年2月4日

暂停定期定额投资起始日 2016年2月4日

暂停申购（转换转入、定期定额投

资）的原因说明

维护现有基金份额持有人的利益,保

证基金的平稳运行

下属分级基金的基金简称 中海货币A 中海货币B

下属分级基金的交易代码 392001 392002

该分级基金是否暂停申购（转换转入、定期定额投资） 是 是

注： 根据中国证监会 《关于2016年部分节假日放假和休市安排有关问题的通知》（证监办发

[2015]88号）的规定，2月7日（星期日）至2月13日（星期六）为节假日休市，2月6日（星期六）、2月

14日（星期日）为周末休市。 2月15日（星期一）起照常开市。 2月5日（星期五）晚上不进行夜盘交

易。

2�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1)�投资者于2016年2月3日15:00后在本基金管理人网上交易系统办理本基金申购(含转换转

入及定期定额投资)业务,本基金管理人有权予以拒绝；

(2)�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货币市场基金投资等相关问题的通知》（证监基金字[2005]41号）

规定， 投资者于2016年2月5日申请赎回的本基金份额将于2016年2月15日起不再享受本基金的权

益分配；

(3)�本基金暂停申购(含转换转入及定期定额投资)业务期间，本基金已签约的定投扣款、转换转

出业务及赎回业务等其他业务仍照常办理；

(4)�自2016年2月15日起本基金恢复办理申购(含转换转入及定期定额投资)业务，届时将不再

另行公告；

(5)�若投资者于春节假期前或假期间需要使用资金，请充分考虑资金到账所需时间，提前做好

交易安排，避免因交易跨越假期而带来不便；

(6)�投资者可以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事项：

①中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400-888-9788(免长途费)或021-38789788

网址：www.zhfund.com

②代销机构：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中国银行、中国建设银行、交通银行、招商银行、上

海浦东发展银行、平安银行、民生银行、华夏银行、上海农商银行、温州银行、国联证券、国泰君安、中

信建投证券、国信证券、招商证券、广发证券、中信证券、银河证券、海通证券、华泰证券、申万宏源证

券、兴业证券、长江证券、安信证券、西南证券、湘财证券、万联证券、国元证券、渤海证券、东兴证券、

东吴证券、信达证券、东方证券、方正证券、光大证券、东北证券、平安证券、东海证券、中银国际证

券、申万宏源西部、中泰证券、第一创业证券、金元证券、华福证券、华龙证券、中投证券、国金证券、

华宝证券、长城国瑞证券、中信证券（山东）、华西证券、中信期货、天相投顾、中金公司、联讯证券、

数米基金、众禄基金、长量基金、诺亚正行、和讯、天天基金、万银财富、好买基金、利得基金、增财基

金、恒天明泽、新兰德、同花顺、中国国际期货、华鑫证券、中期资产、金观诚、汇付金融、泰诚财富、陆

金所资管、积木基金、大泰金石、富济财富、凯石财富、盈米财富、安粮期货、奕丰科技、联泰资产。

中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6年2月1日

华泰柏瑞交易型货币市场证券投资基金

2016

年春节前暂停申购业务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

2016

年

2

月

1

日

一、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华泰柏瑞交易型货币市场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华泰柏瑞交易货币

基金主代码 511830

基金管理人名称 华泰柏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中国证监会《关于货币市场基金

投资等相关问题的通知》、《华泰柏瑞交易型货币市场基金基金合

同》、《华泰柏瑞交易型货币市场基金招募说明书》

暂停、恢复申购业务的起

始日及原因说明

暂停申购起始日 2016年2月4日

恢复申购日 2016年2月15日

暂停及恢复申购的原因说明

根据中国证监会 《关于2016

年部分节假日放假和休市安

排 的 通 知 》（证 监 办 发

〔2015〕88号）、 中国证监会

《关于货币市场基金投资等

相关问题的通知》，保护基金

份额持有人的利益。

二、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1、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2016年部分节假日放假和休市安排的通知》（证监办发

〔2015〕88号），2016年春节期间2月7日（星期日）至2月13日（星期六）为节假日休

市，2月6日（星期六）、2月14日（星期日）为周末休市。 2月15日（星期一）起照常开市。

2、 根据中国证监会 《关于货币市场基金投资等相关问题的通知》（证监基金字

[2005]41号）中“当日赎回的基金份额自下一个工作日起不享有基金的分配权益” 的

规定，投资者于2016年2月4日赎回本基金的份额将于2016年2月5日起不享受本基金的

分配权益，赎回款项可能将于节后才能到投资者账户；投资者在2016年2月5日赎回本

基金的份额将于下一个工作日（即2016年2月15日）起不享有分配权益，但仍享有赎回

当日和整个节假日期间的收益；

3、上述暂停期间，本基金的赎回业务及二级市场交易等业务仍照常办理；

4、若投资者于假期前或假期间需要使用资金，请充分考虑资金到账所需时间，提前

做好交易安排，避免因交易跨越假期而带来不便；

5、自2016年2月15日起本基金恢复办理基金申购业务，届时将不再另行公告；

6、如有疑问，请拨打客户服务热线:� 400-888-0001（免长途话费）和（021）

38784638， 或登陆公司网站www.huatai-pb.com�获取相关信息。

特此公告。

华泰柏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6-2-1

证券代码：

000507

证券简称：珠海港 公告编号：

2016-011

珠海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控股子公司获准在新三板挂牌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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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珠海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全资企业珠海经济特区电力开发集

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电力集团” ）的控股子公司珠海港昇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港昇公司” ）近日收到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关

于同意珠海港昇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的

函》（股转系统函﹝2016﹞734号），同意港昇公司股票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

统（以下简称“新三板” ）挂牌，转让方式为协议转让。 相关情况如下：

一、港昇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珠海港昇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4007838543352

3、住所：珠海市南水镇南港西路596号10栋一楼101-56房

4、法定代表人：时启峰

5、注册资本：48,477.50万元

6、经营范围：综合能源开发、投资、建设与运营

7、股权结构：

股东名称

出资金额

（万元）

持股比例

（%）

珠海经济特区电力开发

集团有限公司

41,377.50 85.35

珠海汇达丰电力发展

（集团）有限公司

810.00 1.67

珠海领先互联高新技术

产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3,000.00 6.19

深圳市创东方投资有限公司 2,262.00 4.67

北京惠诚寰宇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1,028.00 2.12

合计 48,477.50 100

二、港昇公司获准在新三板挂牌对公司的影响

港昇公司获准在新三板挂牌， 为其提供了一个直接对接资本市场的融资平台，

有利于港昇公司吸收优质资源和吸引优秀人才，通过产融结合加快新能源业务平台

的发展，提升市场核心竞争力，符合公司大力发展新能源主业的战略方向。 同时，港

昇公司成为新三板挂牌企业后，有利于进一步完善法人治理结构，进一步提升经营

管理水平和规范运作透明度，实现港昇公司的健康可持续发展。

公司通过全资企业电力集团持有港昇公司85.35%股权， 将有利于增强上市公

司资产的流动性，提升上市公司持有资产的市场价值，有利于更好地实现上市公司

投资价值和全体股东的整体利益。

三、备查文件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 《关于同意珠海港昇新能源股份有

限公司股票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的函》（股转系统函﹝2016﹞734号）

特此公告

珠海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局

2016年2月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