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责编：郭宏 美编：苏振 电话：

010－63070383 E-mail:gsb001@zzb.com.cn

■ 2018年2月27日 星期二

公司新闻

ompanies

A08

C

关于长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旗下基金

在东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开通申购、赎回和基金转换业务的公告

长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经与东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东海证券” ）签署销售协议并协商一致，如下基金将于2018年2月27日起在东海证券

开通申购、赎回和基金转换业务。

基金名称 基金代码

长安宏观策略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740001

长安沪深300非周期行业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740101

长安货币市场证券投资基金 A类：740601；B类：740602

长安产业精选灵活配置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A类：000496；C类：002071

长安鑫利优选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A类：001281；C类：002072

长安鑫益增强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A类：002146；C类：002147

长安泓泽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A类：003731；C类：003732

一、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了解或咨询相关情况

1、东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95531

网站：http://www.longone.com.cn/

2、长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400-820-9688

网站：www.changanfunds.com

二、重要提示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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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8年2月27日

富安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旗下基金增加华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为代销机构并开通定投、转换业务的公告

根据富安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简称“本公司” ）与华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华金证券” )签署的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销售代理协议及销售补充协议，自2018年2月28

日起，华金证券将代理本公司旗下部分基金，包括富安达优势成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

金代码：710001）、富安达策略精选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710002）、富

安达增强收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A类710301；C类710302）、富安达现金通

货币市场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A类710501；B类710502）、富安达新兴成长灵活配置

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000755）、富安达长盈保本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

码：002584）、富安达新动力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001659）、富安达消

费主题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004549）的基金销售业务。同时开通办理

上述基金的定投和转换业务。 华金证券开放式基金代销资格已获中国证监会批准。 基金定

投和转换业务规则请参考华金证券的相关规定。 投资者可在华金证券办理基金的开户、

（认）申购、赎回等业务，业务办理的具体事宜请遵从该公司的相关规定。

一、适用投资者范围

适用于通过华金证券基金交易平台办理本公司指定基金的开户、（认）申购、赎回等

业务的投资者。 业务申请办理时间为指定基金开放日的开放时间。

二、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

1.华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杨高南路759号30层

办公地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杨高南路759号30层

法定代表人：宋卫东

客户服务电话： 4008211357

公司网址： www.� huajinsc.cn

2.富安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400-630-6999(免长途话费),� 021-61870666

公司网址：www.fadfunds.com

三、重要提示：

1.本公告解释权归本公司所有。

2.投资者欲了解详细信息，请仔细阅读相关产品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和《富安达

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开放式基金登记结算业务规则》。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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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富安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8年2月27日

东方红领先精选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暂停申购（含

定期定额申购、转换转入）业务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18年2月27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东方红领先精选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东方红领先精选混合

基金主代码 001202

基金管理人名称 上海东方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东方红领先精

选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东方红

领先精选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

等相关规定。

暂停相关业务的起始日、

金额及原因说明

暂停申购起始日 2018年3月1日

暂停转换转入起始日 2018年3月1日

暂停定期定额投资起始日 2018年3月1日

暂停申购（含定期定额投资、转换

转入）的原因说明

为了保证基金的平稳运作，保护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

注：-

2�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1） 东方红领先精选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本基金” ）的所有销售机构自

2018年3月1日起暂停接受申购（含定期定额申购、转换转入）申请，在暂停申购期间本基金的赎回业

务正常办理。

（2） 本基金自2017年12月7日起暂停50万元以上（不含50万元）的大额申购及定期定额申购申

请，现该暂停大额申购及定期定额申购限制因本基金暂停申购而失效，今后如有暂停大额申购（含定

期定额申购、转换转入）业务，本基金管理人将另行公告。

（3） 关于恢复本基金申购（含定期定额申购、转换转入）业务的时间，本基金管理人将另行公

告。

（4） 如有疑问 ， 投资者可登录公司网站：www.dfham.com或拨打客户服务热线 ：

400-9200-808咨询。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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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东方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18年2月27日

大成慧成货币市场基金调整大额申购（含定期定额申购）及基金转换

转入金额限额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18年2月27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大成慧成货币市场基金

基金简称 大成慧成货币

基金主代码 002200

基金管理人名称 大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大成慧成货币市场基金基金合同》、《大成慧成货币市场基金招募说

明书》

调整相关业务的起

始日、金额及原因说

明

调整大额申购起始日 2018年2月28日

调整大额转换转入起始

日

2018年2月28日

限制申购金额 （单位：人

民币元）

1,000,000.00

限制转换转入金额 （单

位：人民币元）

1,000,000.00

调整大额申购（含定期定

额申购）及基金转换转入

业务的原因说明

为满足广大投资者的投资需求，根据《大成慧成货币市场基金基金合

同》、《大成慧成货币市场基金招募说明书》的有关规定。

下属分级基金的基金简称 大成慧成货币A 大成慧成货币B 大成慧成货币E

下属分级基金的交易代码 002200 002201 002202

该分级基金是否调整大额申购（含定期定额申

购、转换转入）

是 否 否

下属分级基金的限制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1,000,000.00 100,000.00 -

2�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1、为了满足投资者需求，保障基金的平稳运作，本基金管理人决定:自2018年2月28日起大成慧成货币市场基金A类份额单个账

户申购（含定期定额申购）、基金转换转入金额（含该账户存量份额）由累计不超过10万元（含本数）调整为不超过100万元（含本

数），如大成慧成货币市场基金A类份额单个账户累计申购和转换转入金额（含该账户存量份额）超过100万元（不含本数），本基金

管理人将有权予以拒绝。单个账户申购大成慧成货币市场基金B类份额的累计金额限额，维持10万元（含本数）限额。大成慧成货币市

场基金E类份额维持正常申购，无单个账户申购金额限制。

2、大成慧成货币市场基金A类和B类份额恢复办理正常大额申购（含定期定额申购）及基金转换转入业务的具体时间将另行公

告。

3、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

(1)大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站：www.dcfund.com.cn

(2)大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客户服务热线：400-888-5558（免长途通话费用）

大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8年2月27日

车企将承担动力电池回收主体责任

□

本报记者 崔小粟

2月26日，工信部等七部委联合发布

了 《新能源汽车动力蓄电池回收利用管

理暂行办法》的通知，强调落实生产者责

任延伸制度，明确汽车生产企业承担动力

蓄电池回收的主体责任。鼓励开展梯次利

用和再生利用，推动动力蓄电池回收利用

模式创新。鼓励社会资本发起设立产业基

金，研究探索动力蓄电池残值交易等市场

化模式，促进动力蓄电池回收利用。 业内

人士称，保障废旧动力电池有序回流成为

政策发力点。

明确回收环节职责

该暂行办法首次明确了汽车企业、

电池企业、 综合利用企业在回收环节的

职责， 指出汽车生产企业承担动力蓄电

池回收的主体责任， 相关企业在动力蓄

电池回收利用各环节履行相应责任，保

障动力蓄电池的有效利用和环保处置。

鼓励汽车生产企业、电池生产企业、报废

汽车回收拆解企业与综合利用企业等通

过多种形式，合作共建、共用废旧动力蓄

电池回收渠道。

对汽车生产企业，强调溯源信息系统

及维修服务网络的搭建，并建立动力蓄电

池回收渠道，负责回收新能源汽车使用及

报废后产生的废旧动力蓄电池。加强与报

废汽车回收拆解企业等合作，共享动力蓄

电池拆卸和贮存技术、回收服务网点以及

报废新能源汽车回收等信息。

对电池生产企业，强调标准化、通用

性及易拆解的产品结构设计、动力蓄电池

拆解及贮存技术信息及培训、加强与汽车

生产企业联系与协同，按照国家标准要求

对所生产动力蓄电池进行编码管理。明确

电池生产企业及汽车生产企业在生产过

程中报废的动力蓄电池应移交至回收服

务网点或综合利用企业。

此外， 新能源汽车售后服务机构、电

池租赁等运营企业应在动力蓄电池维修、

拆卸和更换时核实新能源汽车所有人信

息，将废旧动力蓄电池移交至回收服务网

点，不得移交其他单位或个人。

在监督管理环节，将建立动力蓄电池

回收服务网点上传制度，汽车生产企业应

定期通过溯源信息系统上传动力蓄电池

回收服务网点等信息，并通过信息平台及

时向社会公布有关信息。

中国再生资源回收利用协会报废车

分会秘书长张莹对中国证券报记者表示，

该政策强调生产者责任延伸。建立汽车生

产企业、电池生产企业、报废汽车回收拆

解企业与综合利用企业等回收产业链的

溯源体系，将加快动力电池产业链上下游

一体化发展。

鼓励梯次再生利用

综合利用方面，鼓励电池生产企业

与综合利用企业合作，在保证安全可控

前提下，按照先梯次利用后再生利用原

则， 对废旧动力蓄电池开展多层次、多

用途的合理利用，降低综合能耗，提高

能源利用效率，提升综合利用水平与经

济效益，并保障不可利用残余物的环保

处置。

综合利用企业应符合《新能源汽车

废旧动力蓄电池综合利用行业规范条

件》的规模、装备和工艺等要求。 梯次

利用企业应遵循有关政策及标准等要

求，按照汽车生产企业提供的拆解技术

信息，对废旧动力蓄电池进行分类重组

利用，并对梯次利用电池产品进行编码

管理。

工信部将会同有关部门加强对梯

次利用企业指导， 规范梯次利用企业

产品。 此外，将鼓励社会资本发起设立

产业基金， 研究探索动力蓄电池残值

交易等市场化模式， 促进动力蓄电池

回收利用。

根据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的预测，

结合汽车报废年限、 动力电池寿命等因

素，2018年-2020年，全国累计报废动力

电池将达12万-20万吨；到2025年动力电

池年报废量或达35万吨的规模。 业内预

计，2018年，废旧动力电池回收市场可达

50亿元规模。2020年至2023年，废旧动力

电池回收市场规模进一步增长至136亿

元-311亿元。

动力煤价格回落 库存仍处低位

□

本报记者 李慧敏

2月26日，最新一期CCTD秦皇岛动力

煤价格指数继续小幅下行。 春节期间，多

家大型煤企正常生产，保障煤炭供应。 而

电厂日耗下降， 动力煤价格短期呈弱势。

分析师表示，假期结束后，众多行业的开

工将导致用电量增加， 叠加库存处于低

位，动力煤价格仍有支撑。

多因素致煤价回落

数据显示， 本期CCTD秦皇岛动力煤

价格所采集的环渤海地区三种现货动力

煤价格继续下行。其中，CCTD5500大卡煤

种报收于613元/吨，比上期价格下降1元/

吨；CCTD5000大卡煤种报收于593元/吨，

比上期价格下降3元/吨。

易煤研究院数据显示，截至2月26日，

秦皇岛5500大卡动力煤市场报价回落至

725元/吨，比节前市场最高报价770元/吨

下降45元/吨。

易煤研究院研究员潘汉翔对中国证

券报记者表示，本轮煤炭价格回落，除了

“限价令” 的压力外，主要在于春节假期

市场供求形势的改变。 社会工业用电量下

降，缓解了此前火电持续高负荷状态。 同

时，运力加强，下游库存得以增加。 数据显

示， 春节期间北方主要港口吞吐量为

150.03 万 吨 ， 较上 年 春 节 期 间 上 涨

24.14%。近期北方主要港口铁路调入量达

到135.43万吨，环比月初上涨13.39%。 随

着港口及铁路运力潜力逐步释放，沿海电

厂库存水平增加明显。截至2月26日，沿海

六大电厂库存总量为1330.26万吨， 较节

前增加超过300万吨。

中金公司指出，受春节因素影响，过去

两周六大发电集团日均耗煤量环比下降

36%至46万吨。

易煤研究院数据显示， 沿海六大电厂

假期期间（2月15日-2月21日）的日均耗

煤下降至42.59万吨/日， 库存可用天数达

到22.84天左右。

秦皇岛煤炭网数据显示，2月23日，沿

海六大火电厂的库存合计为1048.6万吨，

相较月初（2月2日）增幅为21.86%；存煤

可用天数为23天，而月初仅为10.03天。

为保障煤炭供应， 多家大型煤企春节

期间仍然开工。 国家能源集团旗下生产煤

矿春节期间没有放假；中煤集团所属22处

煤矿正常生产；陕煤集团所属32处煤矿中

8处煤矿正常生产。

用电量将逐渐增加

潘汉翔表示，目前供给日趋宽松，节后

工业用电需求仍未完全释放， 煤炭市场短

期将维持弱势下行态势。

中泰证券分析认为， 动力煤价格短期

以回落为主。 不过，假期结束后，随着众多

行业开工，用电量将逐渐增加。叠加库存环

节仍处于低位，动力煤价格仍有支撑。

中期来看， 中信证券分析师祖国鹏表

示，预计节后动力煤将出现补库，一季度港

口煤价将维持在700元/吨的高位。天风证券

分析师认为，春节期间沿海六大电厂煤炭库

存增长水平与2017年基本相当。目前电厂存

煤量和可用天数水平略高于去年同期，但相

较于2016年、2015年水平偏低。 电厂仍有补

库需求。 2018年一季度煤企业绩或创新高。

多家公司布局区块链游戏

□

本报记者 蒋洁琼

网易、360、蓝港互动等企业近期先后

推出区块链游戏。 业内人士表示，细分品

类游戏挖掘细分人群需求，拓展行业规模。

大厂商研发、运营等方面具备竞争优势，市

场份额扩大，行业将加速洗牌。

区块链游戏渐热

随着电影《捉妖记》走热，其区块链手

游近日上线运营。 中国证券报记者从接近

蓝港互动的人士处获悉， 该游戏为公司所

开发。

业内人士介绍，目前与区块链结合的

主流游戏形态是宠物搜集养成类游戏，包

括在以太坊的Crypto� Kitties （加密

猫）、迅雷链克上的玩客猴、壕鑫电竞推

出的PolyPony宝丽马以及 “网易招财

猫” 等。

区块链手游《捉妖记》以“妖” 的交易

与繁殖为核心，宠物原型源自于影片《捉

妖记》的角色造型。

国泰君安指出，区块链发展生态逐渐丰

满，传媒行业将成主要受益对象。 区块链技

术可帮助游戏行业有效解决“孤岛化” 、寡

头垄断等问题， 促进游戏资产确权体系完

善，提升行业整体效率，为行业发展注入新

动力。

业绩分化明显

Wind数据显示， 截至2月25日，52家

游戏概念公司发布了2017年业绩预告或业

绩快报。从净利润增长下限看，25家公司预

计净利润实现一定程度增长，其中7家公司

增幅在1倍以上；22家预计净利润出现一定

程度下降。 游戏公司业绩两极分化明显。

浙数文化预计2017年净利润为16.22

亿元-16.87亿元，同比增长165%-176%；

恺英网络预计净利润为16.07亿元-18.57

亿元，同比增长135.76%-172.43%；迅游

科技预计净利润为9850万元-1.1亿元，同

比增长151.82%-181.22%。

昆仑万维、 世纪华通等公司预计净利

润增幅在50%-100%之间。 其中，昆仑万维

预计实现净利润10.4亿元-11.95亿元，同比

增长95.67%-124.84%；天神娱乐预计实现

净利润9亿元-11.25亿元，同比增长64.61%

-105.77%； 世纪华通预计实现净利润8亿

元-9.5亿元，同比增长58.9%-88.7%。

在业绩预降的22家公司中，降幅超过

50%的公司9家，包括大东南、游久游戏、天

润数娱、奥飞娱乐、拓维信息等。其中，大东

南预计净利润亏损6亿元至5.8亿元， 同比

下降223.26%至212.49%；天润数娱预计实

现净利润500万元-3200万元， 同比下降

90.76%-40.86%。

桐昆股份

拟启动差别化POY项目技改

□

本报记者 王维波

桐昆股份2月26日晚公告

称， 公司董事会决定启动子公

司浙江恒优化纤有限公司年产

30万吨差别化POY技改项目

建设，项目总投资为9.58亿元。

该项目拟在浙江乍浦经济开发

区化工园区内，在拟建的“一

头一尾” 聚酯生产装置基础

上，新增缩聚、切粒系统，形成

“一头两尾” ，同时引进高速卷

绕机、自动包装线、自动落筒线

以及配套的辅助生产装置及公

用工程生产装置， 采用国产柔

性化聚合、 聚酯熔体直纺工艺

技术，形成年产30万吨差别化

POY的生产能力。 项目建设期

为3年。 项目主导产品包括细

柔绒、荧光飘柔绒抗静电、亚光

棉柔绒、珊瑚绒等差别化POY

产品系列。

公司表示，建设该项目，有

利于进一步优化产品结构，提

升产品附加值， 提高产品市场

占有率。 项目主导产品加工而

成的织物在光泽、手感、染色性

和舒适性方面具备优越特性，

具有较高的产品附加值， 可极

大地提升企业经济效益。

中国国旅

拟收购日上上海51%股权

□

本报记者 王维波

中国国旅2月26日晚公告

称， 全资子公司中国免税品

（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拟以

15.05亿元（或等值美元）收购

Base� Rich� Investments�

Limited和上海文语斋图书有

限公司合计持有的日上免税行

（上海）有限公司51%股权。

根据公告，日上上海注册

资本102.02万美元，经营范围

为在上海的国际机场隔离区

经营国产和进口免税商品的

批发和零售、 广告阵地出租、

机场商业管理咨询等。2017年

1-9月， 日上上海实现营业收

入63.35亿元，实现净利润1.20

亿元。

公司表示，通过此次收购，

中免公司可取得上海机场的免

税经营权， 弥补上市公司免税

业务在上海市场的短板， 有助

于中免公司扩大对品牌供应商

的采购规模，发挥规模效应，提

升经济效益。

玲珑轮胎拟建轮胎生产基地

□

本报记者 王维波

玲珑轮胎2月26日晚公

告， 拟在湖北省荆门市建设轮

胎生产基地，即年产1446万套

高性能轮胎及配套工程项目。

项目总投资为57.9355亿元。

根据公告， 该项目产品主

要为半钢子午线轮胎、 全钢子

午线轮胎、工程胎、配套的内胎

垫带以及内部自用的塑料垫

布。项目建成后，每年可实现半

钢子午线轮胎产能1200万套、

全钢子午线轮胎240万套、工

程胎6万套、配套内胎垫带150

万套、 配套塑料垫布3000吨。

项目预计自2018年5月开工建

设，建设期36个月。

公司表示， 项目建成后达

产后 ， 年销售收入预计为

50.3664亿元， 年利润总额为

5.7396亿元，净利润为4.3047亿

元。投资回收期8.01年（含建设

期），总投资收益率为11.20%。

鹏欣资源预计

钴矿生产线三季度出产品

□

本报记者 蒋洁琼

2月26日，鹏欣资源、软控

股份双双涨停。 鹏欣资源证券

部相关人士对中国证券报记者

表示，若本次交易顺利实施，将

对公司钴矿产能产生较大影

响。“公司目前一条年产7000

吨金属量钴矿生产线在建，预

计今年3季度钴矿生产线就能

出产品。 ”

软控股份证券部相关人士

则对中国证券报记者表示：“此

次布局钴矿业务， 相当于扩充

了一部分业务， 承担标的公司

的包销渠道。” 此次在新能源汽

车锂电池所需的核心矿产行业

进行战略布局， 将扩大公司的

业务范围，提升盈利能力。

2月25日晚间， 鹏欣资源

公告称，为增强铜、钴矿战略资

源，公司在刚果（金）注册成立

的控股子公司希图鲁矿业，与

当地文森特矿业签订产品包销

协议。文森特矿业承诺，向希图

鲁矿业供应铜钴精矿， 对应铜

金属量不少于5500吨/年，对

应钴金属量不少于1500吨 /

年。 产品包销期为15年，期满

后自动延续15年。

软控股份同时公告，与e-

Cobalt� Solutions� Inc. 公司

（简称“eCobalt” ）签署了协

议， 拟以现金方式认购 e-

Cobalt新发行不超过19.9%股

份， 预计认购股份及提供借款

合计金额不超过8000万美元。

根据公告，eCobalt同意

将每年钴矿产开采量的50%以

上由软控股份包销， 定价由双

方协商确定。 eCobalt主营业

务为钴矿产资源勘探及开发。

广发证券指出， 随着全球

消费电池及动力电池用钴需求

增长，同时冶金行业的钴需求保

持平稳， 预计2018年全球钴金

属需求为12.5万吨，供应将短缺

2363吨。 钴价上涨获得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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