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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万菱信中证环保产业指数分级证券

投资基金可能发生不定期份额折算的

提示公告

根据《申万菱信中证环保产业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以下简称“基金合同” ）关于不定期份额折算的相关规定，当申万

环保B份额的基金份额参考净值达到或跌破0.2500元时，申万环保A份额（场内简称：环保A，基金代码：150184）、申万环保B份额（场内

简称：环保B，基金代码：150185）、申万环保份额（场内简称：申万环保，基金代码：163114）将进行不定期份额折算。

由于近期A股市场波动较大，截至2018年8月23日，申万菱信中证环保产业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本基金” ）之积极进

取类份额（申万环保B份额）的基金份额净值接近基金合同规定的不定期份额折算的阀值0.2500元，在此提请投资者密切关注申万环保

B份额近期净值的波动情况。

针对可能发生的不定期份额折算，本基金管理人特别提示如下：

一、本基金之申万环保A份额表现为低风险、收益相对稳定的特征。 当发生合同规定的不定期份额折算时，份额折算后申万环保A份

额与申万环保B份额的份额数始终保持1:1配比； 份额折算前申万环保A份额持有人的资产与份额折算后其持有的申万环保A份额的资

产及其持有的新增场内申万环保份额的资产之和相等；份额折算前申万环保A份额的持有人在份额折算后将持有申万环保A份额与新增

场内申万环保份额。 因此，持有人的风险收益特征将发生一定的变化，由持有单一的低风险收益特征份额变为同时持有低风险收益特征

份额与较高风险收益特征份额的情况。

二、本基金之申万环保B份额表现为预期风险高、预期收益高的特征，当发生合同规定的不定期份额折算时，份额折算前申万环保B

份额的资产与份额折算后申万环保B份额的资产相等。 因此，持有人的风险收益特征将不发生变化，仍为持有单一的高风险收益特征份

额。

三、申万环保A份额、申万环保B份额在折算前可能存在折溢价交易情形。不定期份额折算后，其折溢价率可能发生变化。特提请参与

二级市场交易的投资者注意折溢价所带来的风险。

四、根据合同规定，折算基准日在触发阀值日后才能确定，因此折算基准日申万环保B份额的净值可能与触发折算的阀值0.2500元有

一定差异。

本基金管理人的其他重要提示：

一、若本基金发生上述不定期份额折算情形，为保证折算期间本基金的平稳运作，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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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万环保A份额与申万环保B份额的上市交易和申万环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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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参阅基金合同及《申万菱信中证环保产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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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0－880－8588（免长途话费）或021-962299。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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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醒投资者知晓基金投资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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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敬请投资者投资于本基金前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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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万菱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一八年八月二十四日

申万菱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申万菱信安泰添利纯债一年定期开放

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清算报告

基金管理人：申万菱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广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基金主代码：004007

信息披露日期：2018年08月24日

一、重要提示

申万菱信安泰添利纯债一年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本基金” ）经中国证监会2016年11月23日证监许可【2016】

2789号文注册募集，于2017�年6月27日成立并正式运作，基金托管人为广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根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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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申万菱信安泰添利纯债一年定期开放债券型

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以下简称“《基金合同》” ）的有关规定，《基金合同》生效后，在每个开放期的最后一日日终，如发生以下情形

之一的，则无须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基金合同应当终止并履行清算程序：

（1）基金资产净值加上当日交易申请确认的净申购金额（申购确认净金额及基金转换中转入确认净金额扣除赎回确认金额及基金

转换中转出确认金额）后的余额低于5000万元；

（2）基金份额持有人人数少于200人。

截止本基金第一个开放期最后一日（即2018年7月3日）日终，本基金基金资产净值加上当日交易申请确认的净申购金额（申购确认

净金额及基金转换中转入确认净金额扣除赎回确认金额及基金转换中转出确认金额）后的余额低于5000万元，已触发基金合同中约定

的基金合同终止条款。 为维护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根据《基金合同》有关约定，无须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本基金基金合同将终止

并依法履行基金财产清算程序。

本基金自2018年7月5日起进入清算期，由基金管理人申万菱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基金托管人广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普

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和上海市通力律师事务所于2018年7月5日组成基金财产清算小组履行基金财产清算程序，并

由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清算报告进行审计，上海市通力律师事务所对清算报告出具法律意见。

二、基金概况

1、基金名称：申万菱信安泰添利纯债一年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2、基金简称：申万菱信安泰添利纯债一年定期开放债券

3、基金主代码：004007

4、基金运作方式：契约型开放式

本基金以定期开放方式运作。 基金合同生效后，采取封闭期与开放期滚动的方式运作。

5、基金合同生效日：2017年6月27日

6、2018�年7月4日（最后运作日）基金份额总额：22,617,501.93份

7、投资目标：本基金在严格控制风险的前提下，努力追求基金资产的长期稳健增值，力争实现超越业绩比较基准的投资回报。

8、投资策略：本基金以中长期利率趋势分析为基础，结合经济周期、宏观政策方向及收益率曲线分析，在严格控制流动性风险和信用

风险等风险的基础上，实施积极的债券投资组合管理，以期获取较高的债券组合投资收益。

9、业绩比较基准：中国债券总指数（全价）收益率。

10、风险收益特征：本基金为债券型基金，属于低风险基金产品，其长期平均风险和预期收益率低于股票型及混合型基金，高于货币

市场基金。

11、基金管理人：申万菱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2、基金托管人：广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三、基金运作情况概述

本基金经中国证监会2016年11月23日证监许可【2016】2789号文注册募集，首次设立募集不包括认购资金利息共募集人民币219,

469,676.57元，业经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普华永道中天验字(2017)第653号验资报告予以验证。 经向中国证监会

备案，基金合同于2017年6月27日正式生效，基金合同生效日的基金份额总额为219,493,900.09份基金份额，其中认购资金利息折合24,

223.52份基金份额。 自2017年6月27日至2018年7月4日期间，本基金按基金合同正常运作。

根据《基金合同》约定，《基金合同》生效后，在每个开放期的最后一日日终，如发生以下情形之一的，则无须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

会，基金合同应当终止并履行清算程序：（1）基金资产净值加上当日交易申请确认的净申购金额（申购确认净金额及基金转换中转入确

认净金额扣除赎回确认金额及基金转换中转出确认金额）后的余额低于5000万元；（2）基金份额持有人人数少于200人。

2017�年 6�月 27�日至 2018�年 6�月 26�日为本基金第一个封闭期，2018�年 6�月27�日（含该日）至 2018�年 7�月 3�日（含

该日），本基金进入第一个开放期，投资者可以在前述开放期内办理基金份额的申购、赎回业务。 截止本开放期最后一日（即2018年7月3

日）日终，本基金基金资产净值加上当日交易申请确认的净申购金额（申购确认净金额及基金转换中转入确认净金额扣除赎回确认金额

及基金转换中转出确认金额）后的余额低于5000万元，已触发基金合同中约定的基金合同终止条款。 为维护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根据

《基金合同》有关约定，无须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本基金基金合同将终止并依法履行基金财产清算程序。本基金自2018年7月5日起

进入清算期。

四、财务会计报告

资产负债表（已经审计）

会计主体：申万菱信安泰添利纯债一年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报告截止日：2018年7月4日(基金最后运作日)

资产

本期末

2018年7月4日

(基金最后运作日)

上年度末

2017年12月31日

资产：

银行存款 79,209,210.20 1,008,973.56

结算备付金 1,398,776.16 4,060,096.24

存出保证金 29,141.17 18,662.07

交易性金融资产 - 367,044,980.00

其中：债券投资 - 367,044,980.00

应收利息 12,201.77 6,345,249.35

应收申购款 100,239.86 -

资产总计 80,749,569.16 378,477,961.22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

负债：

卖出回购金融资产款 - 155,435,467.95

应付证券清算款 - 32,384.75

应付赎回款 56,894,395.71 -

应付管理人报酬 2,608.77 56,674.79

应付托管费 869.60 18,891.60

应付交易费用 9,378.27 14,755.58

应付税费 5,559.46 -

应付利息 - 153,857.16

其他负债 215,000.00 210,000.00

负债合计 57,127,811.81 155,922,031.83

所有者权益：

实收基金 22,617,501.93 219,493,900.09

未分配利润 1,004,255.42 3,062,029.30

所有者权益合计 23,621,757.35 222,555,929.39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总计 80,749,569.16 378,477,961.22

注：1.报告截止日2018年7月4日(基金最后运作日)，基金份额净值1.0444元，基金份额总额22,617,501.93份。

2.本财务报表的实际编制期间为2018年1月1日至2018年7月4日(基金最后运作日)止期间。

3.本清算报表按照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颁布的《证券投资基金会计核算业务指引》和《基金合同》约定的资产估值和会计核算

方法及中国证监会发布的有关规定及允许的基金行业实务操作以清算基础编制。 于2018年7月4日(基金最后运作日)，所有资产以可收回

的金额与原账面价值孰低计量，负债以预计需要清偿的金额计量。

五、清算事项说明

自2018年7月4日至2018年7月24日止清算期间，基金财产清算小组对本基金的资产、负债进行清算，本次清算工作按清算原则和清

算手续进行。 具体清算情况如下：

1、清算费用

按照《基金合同》“第十九部分 基金合同的变更、终止与基金财产的清算”的规定，清算费用是指基金财产清算小组在进行基金清

算过程中发生的所有合理费用，清算费用由基金财产清算小组优先从基金财产中支付。

2、资产处置情况

（1）本基金最后运作日结算备付金人民币1,398,776.16元，该款项由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收取并保管，截至

本次清算期结束日（2018年7月24日）尚未划入托管账户。

（2）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结算保证金计算规则，本基金最后运作日结算保证金人民币29,141.17元，截至本次清算

期结束日（2018年7月24日）尚未划入托管账户。

（3）本基金最后运作日应收利息人民币12,201.77元，至本基金最后一笔清算款划出日前一日的银行存款、清算备付金及结算保证

金将按规定继续计提利息并归基金份额持有人所有。

（3）本基金最后运作日应收申购款人民币100,239.86元，已于2018年7月5日划入托管账户。

3、负债清偿情况

(1)本基金最后运作日应付赎回款（含应付转出款）为人民币56,894,395.71元，其中人民币34,510,429.65元，已于2018年7月5日支

付，人民币22,383,966.06元已于2018年7月6日支付。

(2)本基金最后运作日应付管理人报酬为人民币2,608.77元，已于2018年7月24日支付。

(3)本基金最后运作日应付托管费为人民币869.60元，已于2018年7月24日支付。

(4)本基金最后运作日应付交易费用为人民币9,378.27元，其中应付银行间交易手续费为人民币1,998.27元，已于2018年7月11日支

付；应付银行间结算服务费为人民币7,380.00元，已于2018年7月13日支付。

(5)本基金最后运作日应交税金为人民币5,559.46元，已于2018年7月6日支付。

(6)本基金最后运作日其他负债为人民币215,000.00元，其中应付审计费为人民币33,000.00元，已于2018年7月24日支付；应付银行

间账户维护费12,000.00元,已于2018年7月13日支付人民币9,000.00元，剩余款项将于收到银行间收费通知单后支付；应付信息披露费

为人民币150,000.00元，将于收到信息披露机构发票后支付。 应付律师费为人民币20,000.00元，将于收到律师事务所发票后支付。

4、资产处置及负债清偿后的剩余资产分配情况

单位：人民币元

项 目 金 额

一、最后运作日2018年7月4日基金净资产 23,621,757.35

加：清算期间清算净收益 10,391.34

减：清算费用 -

三、2018年7月24日基金净资产 23,632,148.69

资产处置及负债清偿后，于2018年7月24日本基金剩余财产为人民币23,632,148.69元。 根据《关于申万菱信安泰添利纯债一年定期

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终止及基金财产清算的公告》，依据基金财产清算的分配方案，将基金财产清算后的全部剩余资产扣

除基金财产清算费用、交纳所欠税款并清偿基金债务后，按基金份额持有人持有的基金份额比例进行分配。

2018年7月5日至本基金最后一笔清算款划出日前一日的银行存款、结算备付金及结算保证金产生的利息亦属基金份额持有人所有，

为保护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加快清盘速度，基金管理人申万菱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将于最后一次清算款划出日以自有资金垫付该笔款

项（该金额可能与实际结息金额存在略微差异），供清盘分配使用。 基金管理人垫付的资金以及垫付资金到账日起孳生的利息将于清算

期后返还给基金管理人，基金财产清偿完毕之后所产生的其他任何费用亦由基金管理人承担。

6、基金财产清算报告的告知安排

本清算报告已经基金托管人复核，在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律师事务所出具法律意见书后，报中国证监会备案并向基金份额持有人

公告。

六、备查文件

1、备查文件目录

（1）申万菱信安泰添利纯债一年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2018年7月4日资产负债表及审计报告

（2）关于《申万菱信安泰添利纯债一年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清算报告》的法律意见书

2、存放地点

基金管理人的办公场所。

3、查阅方式

投资者可在营业时间内至基金管理人的办公场所免费查阅。

申万菱信安泰添利纯债一年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财产清算小组

2018�年08月24日

申万菱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申万菱信添益宝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清算报告

基金管理人：申万菱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基金主代码：310378

信息披露日期：2018年08月24日

一、重要提示

申万菱信添益宝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本基金” ）经中国证监会2008年9月5日证监许可【2008】1104号文核准募集，于

2008�年12月4日成立并正式运作，基金托管人为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申万菱信添益宝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以下简称“《基金合同》” ）等有关规

定，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决定终止基金合同的，《基金合同》应当终止。 申万菱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基金管理人” ）于2018

年5月14日发布 《申万菱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以通讯方式召开申万菱信添益宝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的公告》，

审议终止本基金基金合同有关事项，本次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于2018年6月27日表决通过了《关于终止申万菱信添益宝债券型证券投资

基金基金合同相关事项的议案》，本次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决议自该日起生效，本基金管理人于2018年6月28日发布《申万菱信基金管理

有限公司关于申万菱信添益宝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表决结果暨决议生效的公告》（以下简称决议生效公告）。 根据

决议生效公告，本基金最后运作日为2018年6月28日，自2018年6月29日起，本基金进入基金财产清算程序。

基金管理人申万菱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基金托管人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和

上海市通力律师事务所于2018年6月29日组成基金财产清算小组履行基金财产清算程序，并由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

伙）对清算报告进行审计，上海市通力律师事务所对清算报告出具法律意见。

二、基金概况

1、基金名称：申万菱信添益宝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2、基金简称：申万菱信添益宝债券

3、基金主代码：310378

A类基金份额基金代码：310378

B类基金份额基金代码：310379

4、基金运作方式：契约型开放式

5、基金合同生效日：2008年12月4日

6、2018年6月28日（最后运作日）基金份额总额：14,207,776.26份

7、投资目标：在控制风险和保持资产流动性的前提下，追求稳定的当期收入和总回报。

8、投资策略：在大类资产的配置上，本基金主要根据宏观经济与市场运行趋势的综合分析，决定在转债、债券、新股/转债申购和现金

资产上的资金分配。 本基金的债券投资研究依托公司整体的债券研究平台，通过自上而下的宏观基本面和资金技术面分析，确定一个阶

段对债券市场整体的把握，并确定投资组合的期限和策略。 本基金主要利用信用分析对信用产品进行投资选择，信用分析包括信用评级

体系和信用环境分析。 在一级市场申购策略方面，本基金通过研究首次发行股票、增发新股及发行转债公司的基本面，估计上市后的合理

价格，判断是否参与新股及转债的一级市场申购。

9、业绩比较基准：中债总指数（全价）。

10、风险收益特征：本基金为债券型基金，其长期平均风险和预期收益率低于股票型基金、混合型基金，高于货币市场基金。

11、基金管理人：申万菱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2、基金托管人：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三、基金运作情况概述

本基金经中国证监会2008年9月5日证监许可【2008】1104号文核准募集，首次设立募集不包括认购资金利息共募集人民币2,378,

649,628.99元，业经普华永道中天验字(2008)第189号验资确认。经向中国证监会备案，基金合同于2008年12月4日正式生效，基金合同生

效日的基金份额总额为2,379,022,309.66份基金份额，其中认购资金利息折合372,680.67份基金份额。 自2008年12月4日至2018年6月

28日期间，本基金按基金合同正常运作。

根据《基金合同》约定，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决定终止基金合同的，《基金合同》应当终止。 本基金管理人于2018年5月14日发布《申

万菱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以通讯方式召开申万菱信添益宝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的公告》，审议终止本基金基金

合同有关事项，本次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于2018年6月27日表决通过了《关于终止申万菱信添益宝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相关事

项的议案》，本次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决议自该日起生效，本基金管理人于2018年6月28日发布决议生效公告。 根据决议生效公告，本基

金最后运作日为2018年6月28日，自2018年6月29日起，本基金进入基金财产清算程序。

四、财务会计报告

资产负债表（已经审计）

会计主体：申万菱信添益宝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报告截止日：2018年6月28日(基金最后运作日)

资产

本期末

2018年6月28日

(基金最后运作日)

上年度末

2017年12月31日

资产：

银行存款 283,750.89 1,347,410.76

结算备付金 47,916.55 40,010.96

存出保证金 2,221.86 8,090.65

交易性金融资产 12,001,600.00 26,615,800.00

其中：债券投资 12,001,600.00 26,615,800.00

应收证券清算款 2,021,396.32 -

应收利息 358,869.58 653,107.97

应收申购款 - 400.00

资产总计 14,715,755.20 28,664,820.34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

负债：

应付赎回款 6,289.29 31,172.44

应付管理人报酬 7,120.07 14,478.76

应付托管费 2,373.38 4,826.24

应付销售服务费 2,494.17 2,973.46

应付交易费用 375.00 1,000.00

其他负债 129,926.34 311,921.74

负债合计 148,578.25 366,372.64

所有者权益：

实收基金 14,207,776.26 26,856,609.94

未分配利润 359,400.69 1,441,837.76

所有者权益合计 14,567,176.95 28,298,447.70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总计 14,715,755.20 28,664,820.34

注：1.报告截止日2018年6月28日(基金最后运作日)，A类基金份额净值1.027元，B类基金份额净值1.024元；基金份额总额14,207,

776.26份，其中A类基金份额5,739,282.29份，B类基金份额8,468,493.97份。

2.本财务报表的实际编制期间为2018年1月1日至2018年6月28日(基金最后运作日)止期间。

3.本清算报表按照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颁布的《证券投资基金会计核算业务指引》和《基金合同》约定的资产估值和会计核算

方法及中国证监会发布的有关规定及允许的基金行业实务操作以清算基础编制。 于2018年6月28日(基金最后运作日)，所有资产以可收

回的金额与原账面价值孰低计量，负债以预计需要清偿的金额计量。

五、清算事项说明

自2018年6月29日至2018年7月24日止清算期间，基金财产清算小组对本基金的资产、负债进行清算，本次清算工作按清算原则和清

算手续进行。 具体清算情况如下：

1、清算费用

按照《基金合同》“第十八部分 基金合同的变更、终止与基金财产的清算”的规定，清算费用是指基金财产清算小组在进行基金清

算过程中发生的所有合理费用，清算费用由基金财产清算小组优先从基金财产中支付。

2、资产处置情况

（1） 本基金最后运作日结算备付金人民币47,916.55元， 该款项由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收取并保管， 已于

2018年7月3日划入托管账户。

（2）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结算保证金计算规则，本基金最后运作日结算保证金人民币2,221.86元，已于2018年7月3

日划入托管账户。

（3）本基金最后运作日交易性金融资产估值金额人民币12,001,600.00元，全部为即将到期兑付债券，具体情况如下:

债券代码 股票名称 数量(张)

最后运作日估值价格(人民币

元)

最后运作日估值金额(人民

币元)

018005 国开1701 20,000.00 100.18 2,003,600.00

170207 17国开07 100,000.00 99.98 9,998,000.00

其中，国开1701于2018年6月29日通过场内竞价交易完成变现，17国开07于2018年7月11日通过兑付完成变现。

（4）本基金最后运作日应收利息人民币358,869.58元，其中应收国开1701利息人民币17,398.36元,随2018年6月29日完成变现后，

于2018年7月2日划入托管账户；应收17国开07利息人民币341,394.52元,于2018年7月11日完成兑付后，划入托管账户；剩余为应收银行

存款利息人民币76.70元，以及至本基金最后一笔清算款划出日前一日的银行存款、清算备付金及结算保证金将按规定继续计提利息并

归基金份额持有人所有。

（5）本基金最后运作日应收证券清算款人民币2,021,396.32元，已于2018年6月29日划入托管账户。

3、负债清偿情况

(1)本基金最后运作日应付赎回款（含应付转出款）为人民币6,289.29元，其中人民币2,291.37元已于2018年6月29日支付，人民币3,

997.92元已于2018年7月2日支付。

(2)本基金最后运作日应付管理人报酬为人民币7,120.07元，已于2018年7月3日支付。

(3)本基金最后运作日应付托管费为人民币2,373.38元，已于2018年7月3日支付。

(4)本基金最后运作日应付销售服务费为人民币2,494.17元，已于2018年7月3日支付。

(5)本基金最后运作日应付交易费用为人民币375.00元，其中应付银行间交易手续费为人民币75.00元，已于2018年7月11日支付；应

付银行间结算服务费为人民币300.00元，已于2018年7月13日支付。

(6)本基金最后运作日其他负债为人民币129,926.34元，应付赎回费6.82元，其中人民币2.32元已于2018年6月29日支付，人民币4.50

元已于2018年7月2日支付；其他应付款1,919.52元，已于2018年7月24日转入基金财产；其中应付审计费为人民币33,000.00元，已于

2018年7月24日支付；应付信息披露费为人民币45,000.00元，将于收到信息披露机构发票后支付；应付律师费为人民币50,000.00元，将

于收到律师事务所发票后支付。

4、资产处置及负债清偿后的剩余资产分配情况

单位：人民币元

项 目 金 额

一、最后运作日2018年6月28日基金净资产 14,567,176.95

加：清算期间清算净收益 28,762.09

减：清算费用 -

二、2018年7月24日基金净资产 14,595,939.04

其中归属于A类份额持有人的基金资产净值 5,922,965.73

其中归属于C类份额持有人的基金资产净值 8,672,973.31

资产处置及负债清偿后，于2018年7月24日本基金剩余财产为人民币14,595,939.04元，根据决议生效公告，依据基金财产清算的分

配方案，将基金财产清算后的全部剩余资产扣除基金财产清算费用、交纳所欠税款并清偿基金债务后，按基金份额持有人持有的基金份

额比例进行分配。

2018年6月29日至本基金最后一笔清算款划出日前一日的银行存款、 结算备付金及结算保证金产生的利息亦属基金份额持有人所

有，为保护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加快清盘速度，基金管理人申万菱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将于最后一次清算款划出日以自有资金垫付该

笔款项（该金额可能与实际结息金额存在略微差异），供清盘分配使用。 基金管理人垫付的资金以及垫付资金到账日起孳生的利息将于

清算期后返还给基金管理人，基金财产清偿完毕之后所产生的其他任何费用亦由基金管理人承担。

6、基金财产清算报告的告知安排

本清算报告已经基金托管人复核，在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律师事务所出具法律意见书后，报中国证监会备案并向基金份额持有人

公告。

六、备查文件

1、备查文件目录

（1）申万菱信添益宝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2018年6月28日资产负债表及审计报告

（2）关于《申万菱信添益宝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清算报告》的法律意见书

2、存放地点

基金管理人的办公场所。

3、查阅方式

投资者可在营业时间内至基金管理人的办公场所免费查阅。

申万菱信添益宝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财产清算小组

2018�年8月24日

申万菱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申万菱信安泰增利纯债一年定期开放

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清算报告

基金管理人：申万菱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徽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基金主代码：004088

信息披露日期：2018年8月24日

一、重要提示

申万菱信安泰增利纯债一年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本基金” ）经中国证监会2016年11月28日证监许可【2016】

2888号文注册募集，于2017�年6月27日成立并正式运作，基金托管人为徽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根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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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申万菱信安泰增利纯债一年定期开放债券型

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以下简称“《基金合同》” ）的有关规定，《基金合同》生效后，在每个开放期的最后一日日终，如发生以下情形

之一的，则无须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基金合同应当终止并履行清算程序：

（1）基金资产净值加上当日交易申请确认的净申购金额（申购确认净金额及基金转换中转入确认净金额扣除赎回确认金额及基金

转换中转出确认金额）后的余额低于5000万元；

（2）基金份额持有人人数少于200人。

截止本基金第一个开放期最后一日（即2018年7月3日）日终，本基金基金资产净值加上当日交易申请确认的净申购金额（申购确认

净金额及基金转换中转入确认净金额扣除赎回确认金额及基金转换中转出确认金额）后的余额低于5000万元，已触发基金合同中约定

的基金合同终止条款。 为维护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根据《基金合同》有关约定，无须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本基金基金合同将终止

并依法履行基金财产清算程序。

本基金自2018年7月5日起进入清算期，由基金管理人申万菱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基金托管人徽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普华永道中

天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和上海市通力律师事务所于2018年7月5日组成基金财产清算小组履行基金财产清算程序，并由普华永

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清算报告进行审计，上海市通力律师事务所对清算报告出具法律意见。

二、基金概况

1、基金名称：申万菱信安泰增利纯债一年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2、基金简称：申万菱信安泰增利纯债一年定期开放债券

3、基金主代码：004088

4、基金运作方式：契约型开放式

本基金以定期开放方式运作。 基金合同生效后，采取封闭期与开放期滚动的方式运作。

5、基金合同生效日：2017年6月27日

6、2018�年7月4日（最后运作日）基金份额总额：272,070.26份

7、投资目标：本基金在严格控制风险的前提下，努力追求基金资产的长期稳健增值，力争实现超越业绩比较基准的投资回报。

8、投资策略：本基金以中长期利率趋势分析为基础，结合经济周期、宏观政策方向及收益率曲线分析，在严格控制流动性风险和信用

风险等风险的基础上，实施积极的债券投资组合管理，以期获取较高的债券组合投资收益。

9、业绩比较基准：中国债券总指数（全价）。

10、风险收益特征：本基金为债券型基金，属于低风险基金产品，其长期平均风险和预期收益率低于股票型及混合型基金，高于货币

市场基金。

11、基金管理人：申万菱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2、基金托管人：徽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三、基金运作情况概述

本基金经中国证监会2016年11月28日证监许可【2016】2888号文注册募集，首次设立募集不包括认购资金利息共募集人民币215,

011,139.52元，业经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普华永道中天验字(2017)第663号验资报告予以验证。 经向中国证监会

备案，基金合同于2017年6月27日正式生效，基金合同生效日的基金份额总额为215,023,946.31份基金份额，其中认购资金利息折合12,

806.79份基金份额。 自2017年6月27日至2018年7月4日期间，本基金按基金合同正常运作。

根据《基金合同》约定，《基金合同》生效后，在每个开放期的最后一日日终，如发生以下情形之一的，则无须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

会，基金合同应当终止并履行清算程序：（1）基金资产净值加上当日交易申请确认的净申购金额（申购确认净金额及基金转换中转入确

认净金额扣除赎回确认金额及基金转换中转出确认金额）后的余额低于5000万元；（2）基金份额持有人人数少于200人。

2017�年 6�月 27�日至 2018�年 6�月 26�日为本基金第一个封闭期，2018�年 6�月27�日（含该日）至 2018�年 7�月 3�日（含

该日），本基金进入第一个开放期，投资者可以在前述开放期内办理基金份额的申购、赎回业务。 截止本开放期最后一日（即2018年7月3

日）日终，本基金基金资产净值加上当日交易申请确认的净申购金额（申购确认净金额及基金转换中转入确认净金额扣除赎回确认金额

及基金转换中转出确认金额）后的余额低于5000万元，已触发基金合同中约定的基金合同终止条款。 为维护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根据

《基金合同》有关约定，无须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本基金基金合同将终止并依法履行基金财产清算程序。本基金自2018年7月5日起

进入清算期。

四、财务会计报告

资产负债表（已经审计）

会计主体：申万菱信安泰增利纯债一年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报告截止日：2018年7月4日(基金最后运作日)

资产

本期末

2018年7月4日

(基金最后运作日)

上年度末

2017年12月31日

资产：

银行存款 19,936,188.58 1,016,493.01

结算备付金 1,348,872.70 5,836,366.12

交易性金融资产 - 383,120,594.90

其中：债券投资 - 383,120,594.90

应收利息 11,057.89 5,325,661.97

应收申购款 282,103.91 -

资产总计 21,578,223.08 395,299,116.00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

负债：

卖出回购金融资产款 - 177,164,494.60

应付证券清算款 - 25,068.48

应付赎回款 21,061,664.64 -

应付管理人报酬 865.40 55,427.87

应付托管费 288.46 18,475.97

应付交易费用 10,263.90 9,590.86

应付税费 4,094.21 -

应付利息 - 227,630.44

其他负债 215,000.00 210,000.00

负债合计 21,292,176.61 177,710,688.22

所有者权益：

实收基金 272,070.26 215,023,946.31

未分配利润 13,976.21 2,564,481.47

所有者权益合计 286,046.47 217,588,427.78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总计 21,578,223.08 395,299,116.00

注：1.报告截止日2018年7月4日(基金最后运作日)，基金份额净值1.0514元，基金份额总额272,070.26份。

2.本财务报表的实际编制期间为2018年1月1日至2018年7月4日(基金最后运作日)止期间。

3.本清算报表按照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颁布的《证券投资基金会计核算业务指引》和《基金合同》约定的资产估值和会计核算

方法及中国证监会发布的有关规定及允许的基金行业实务操作以清算基础编制。 于2018年7月4日(基金最后运作日)，所有资产以可收回

的金额与原账面价值孰低计量，负债以预计需要清偿的金额计量。

五、清算事项说明

自2018年7月5日至2018年7月24日止清算期间，基金财产清算小组对本基金的资产、负债进行清算，本次清算工作按清算原则和清

算手续进行。 具体清算情况如下：

1、清算费用

按照《基金合同》“第十九部分 基金合同的变更、终止与基金财产的清算”的规定，清算费用是指基金财产清算小组在进行基金清

算过程中发生的所有合理费用，清算费用由基金财产清算小组优先从基金财产中支付。

2、资产处置情况

（1）本基金最后运作日结算备付金人民币1,348,872.70元，该款项由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收取并保管，截至

本次清算期结束日（2018年7月24日）尚未划入托管账户。

（2）本基金最后运作日应收利息人民币11,057.89元，至本基金最后一笔清算款划出日前一日的银行存款、清算备付金及结算保证

金将按规定继续计提利息并归基金份额持有人所有。

（3）本基金最后运作日应收申购款人民币282,103.91元，已于2018年7月5日划入托管账户。

3、负债清偿情况

(1)本基金最后运作日应付赎回款（含应付转出款）为人民币21,061,664.64元，其中人民币42.20元，已于2018年7月5日支付，人民币

21,061,622.44元已于2018年7月6日支付。

(2)本基金最后运作日应付管理人报酬为人民币865.40元，已于2018年7月24日支付。

(3)本基金最后运作日应付托管费为人民币288.46元，已于2018年7月24日支付。

(4)本基金最后运作日应付交易费用为人民币10,263.90元，其中应付银行间交易手续费为人民币2,023.90元，已于2018年7月11日支

付；应付银行间结算服务费为人民币8,240.00元，已于2018年7月10日支付。

(5)本基金最后运作日应交税金为人民币4,094.21元，已于2018年7月6日支付。

(6)本基金最后运作日其他负债为人民币215,000.00元，其中应付审计费为人民币33,000.00元，已于2018年7月24日支付；应付银行

间账户维护费12,000.00元,已分别于2018年7月10日支付人民币9,000.00元，于2018年7月18日支付人民币1,500.00元，于2018年7月19

日支付人民币1,500.00元；应付信息披露费为人民币150,000.00元，将于收到信息披露机构发票后支付；应付律师费为人民币20,000.00

元，将于收到律师事务所发票后支付。

4、资产处置及负债清偿后的剩余资产分配情况

单位：人民币元

项 目 金 额

一、最后运作日2018年7月4日基金净资产 286,046.47

加：清算期间清算净收益 1,533.44

减：清算费用 -

三、2018年7月24日基金净资产 287,579.91

资产处置及负债清偿后，于2018年7月24日本基金剩余财产为人民币287,579.91元。 根据《关于申万菱信安泰增利纯债一年定期开

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终止及基金财产清算的公告》，依据基金财产清算的分配方案，将基金财产清算后的全部剩余资产扣除

基金财产清算费用、交纳所欠税款并清偿基金债务后，按基金份额持有人持有的基金份额比例进行分配。

2018年7月5日至本基金最后一笔清算款划出日前一日的银行存款、结算备付金及结算保证金产生的利息亦属基金份额持有人所有，

为保护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加快清盘速度，基金管理人申万菱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将于最后一次清算款划出日以自有资金垫付该笔款

项（该金额可能与实际结息金额存在略微差异），供清盘分配使用。 基金管理人垫付的资金以及垫付资金到账日起孳生的利息将于清算

期后返还给基金管理人，基金财产清偿完毕之后所产生的其他任何费用亦由基金管理人承担。

6、基金财产清算报告的告知安排

本清算报告已经基金托管人复核，在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律师事务所出具法律意见书后，报中国证监会备案并向基金份额持有人

公告。

六、备查文件

1、备查文件目录

（1）申万菱信安泰增利纯债一年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2018年7月4日资产负债表及审计报告

（2）关于《申万菱信安泰增利纯债一年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清算报告》的法律意见书

2、存放地点

基金管理人的办公场所。

3、查阅方式

投资者可在营业时间内至基金管理人的办公场所免费查阅。

申万菱信安泰增利纯债一年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财产清算小组

2018�年08月24日

关于万家新兴蓝筹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

资基金参加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申

购手续费费率优惠活动的公告

为了答谢广大投资者对万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的支持和厚爱，经本公司与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工商银行” ）协商一致， 2018年8月27日0时至2018年9月3日15时期间,本公司万家新兴蓝筹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基金简称：万家新兴蓝筹，基金代码：519196）参加工商银行申购及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的费率优惠活动。

一、适用投资者范围：

通过工商银行各个销售渠道申购的个人投资者。

二、适用期限：

2018年8月27日0时至2018年9月3日15时期间

三、优惠方式：

活动期间，投资人通过工商银行渠道申购万家新兴蓝筹基金，享受基金申购手续费率1折优惠。

活动期间，投资人通过工商银行渠道签约定期定额投资万家新兴蓝筹基金，并于活动期间成功扣款的定期定额交易，享受定期定

额投资1�折费率优惠。

四、重要提示：

1、本次优惠活动解释权归工商银行所有。

2、本次优惠活动仅适用于处于正常申购期的上述基金(前端模式)申购及定期定额投资手续费，不包括后端收费模式基金的申购

及定期定额投资、处于基金募集期的开放式基金认购手续费。

3、本次优惠活动期间，业务办理的具体时间、流程以工商银行的安排和规定为准。

4、投资者欲了解上述基金产品的详细情况，请仔细阅读上述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或招募说明书等法律文件。

投资者可以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

1、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95588

网址：http://www.icbc.com.cn

2、万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95538�转6、400-888-0800

客服传真：021-38909778

网址：www.wjasset.com

风险提示：敬请投资者于投资前认真阅读各基金的《基金合同》和《招募说明书》等法律文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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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不承诺基金投资最低收益、也不保证基金投资一定赢利，请投资者在充分考虑风险的情况下谨慎

做出投资决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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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投资者自行负担。 投资者应当充分了解基金定

期定额投资和零存整取等储蓄方式的区别。定期定额投资是引导投资者进行长期投资、平均投资成本的一种简单易行的投资方式。但

是定期定额投资并不能规避基金投资所固有的风险,不能保证投资者获得收益,也不是替代储蓄的等效理财方式。

特此公告。

万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一八年八月二十四日

万家双引擎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经理变更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18年8月24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万家双引擎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万家双引擎灵活配置混合

基金主代码 519183

基金管理人名称 万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基金经理变更类型 增聘

新任基金经理姓名 叶勇

共同管理本基金的基金经理姓名 陈佳昀

２ 新任基金经理的相关信息

新任基金经理姓名 叶勇

任职日期 2018年8月24日

证券从业年限 5年

证券投资管理从业年限 3.5年

过往从业经历

曾任华泰联合证券研究所研究员、上海市北高新股份有限公司投资管理部经理助理、上海三

熙投资管理咨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等职，2015年3月加入万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先后担任

股权投资部副总监、权益投资二部总监、投资经理等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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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科、学士

是否已按规定在中国证券

投资基金业协会注册/登

记

是

3�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本公司已将上述基金经理变更事项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完成变更手续。 上述调整自2018年8月24日起生效。

万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8年8月24日

华宝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华宝高端制造股票型证券投资基

金基金经理变更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18年8月24日

1.�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华宝高端制造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华宝制造股票

基金主代码 000866

基金管理人名称 华宝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基金经理变更类型 增聘基金经理，解聘基金经理

新任基金经理姓名 贺喆

离任基金经理姓名 刘自强

2.� �新任基金经理的相关信息

新任基金经理姓名 贺喆

任职日期 2018-08-24

证券从业年限 8

证券投资管理从业年限 3

过往从业经历

曾在上海从容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从事投资管理工作。 2013年10月加入华宝基

金管理有限公司先后任高级分析师、基金经理助理的职务。2018年7月任华宝转

型升级灵活配置混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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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1967

华宝转型升级灵活

配置混合型证券投

资基金

2018-07-0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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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籍 中国

学历、学位 本科学历

是否已按规定在中国基金业协会注册/登记 是

3.� �离任基金经理的相关信息

离任基金经理姓名 刘自强

离任原因 工作安排

离任日期 2018-08-24

是否转任本公司其他工作岗位 是

是否已按规定在中国基金业协会办理变更手

续

是

华宝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8年8月24日

华宝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华宝中证

1000

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经理变更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18年8月24日

1.�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华宝中证1000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华宝中证1000指数分级

基金主代码 162413

基金管理人名称 华宝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基金经理变更类型 增聘基金经理，解聘基金经理

新任基金经理姓名 丰晨成

离任基金经理姓名 胡洁

2.� �新任基金经理的相关信息

新任基金经理姓名 丰晨成

任职日期 2018-08-24

证券从业年限 9

证券投资管理从业年限 5

过往从业经历

2009年加入华宝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先后担任助理产品经理，数量分析师，

投资经理助理，投资经理等职务。 2015年11月任上证180价值交易型开放式

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华宝上证180价值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接

基金基金经理，2016年8月任华宝中证全指证券公司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

投资基金基金经理，2018年4月任华宝中证500指数增强型发起式证券投资

基金基金经理，2018年6月任华宝中证全指证券公司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

投资基金发起式联接基金基金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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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6098

华宝中证全指证券公司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

投资基金发起式联接基

2018-06-27 -

005607

华宝中证500指数增强型

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2018-04-19 -

512000

华宝中证全指证券公司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

投资基金

2016-08-30 -

240016

华宝上证180价值交易型

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

金联接基金

2015-11-13 -

510030

上证180价值交易型开放

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2015-11-1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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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籍 中国

学历、学位 研究生学历、硕士学位

3.� �离任基金经理的相关信息

离任基金经理姓名 胡洁

离任原因 工作安排

离任日期 2018-08-24

是否转任本公司其他工作岗位 是

是否已按规定在中国基金业协会办理变更手

续

是

华宝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8年8月24日

关于泰康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旗下部分开放式基金

增加上海攀赢基金销售有限公司为销售机构并参加其费率

优惠活动的公告

根据泰康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与上海攀赢基金销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攀赢基金” ）签署的《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销售协议》，本公司旗下部分开放式基金将增加攀赢基金为销

售机构，并参加其费率优惠活动。

一、 适用基金范围：

自2018年8月24日起，投资者可以通过攀赢基金办理本公司旗下泰康薪意保货币市场基金（A类，基金

代码；001477；B类， 基金代码：001478）、 泰康新回报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A类， 基金代码：

001798）、泰康新机遇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001910）、泰康稳健增利债券型证券投资

基金（A类，基金代码：002245；C类，基金代码：002246）、泰康安泰回报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002331）、泰康宏泰回报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002767）、泰康丰盈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

代码：002986）、泰康安惠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003078）、泰康策略优选灵活配置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003378）、泰康兴泰回报沪港深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004340）、泰

康现金管家货币市场基金（A类，基金代码：004861；B类，基金代码：004862；C类，基金代码：004863）、泰

康泉林量化价值精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基金代码：005000；C类，基金代码：005111）、泰康景泰

回报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 基金代码：005014）、 泰康瑞坤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代码：

005054）、泰康睿利量化多策略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基金代码：005381）、泰康均衡优选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A类，基金代码：005474）、泰康颐年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基金代码：005523）、泰康颐

享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基金代码：005823）的申购、赎回、转换及定投业务；泰康沪港深精选灵活配

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002653）和泰康沪港深价值优选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

代码：003580）的申购、赎回、转换转入及定投业务；泰康金泰回报3个月定期开放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

金代码：003813）的申购、赎回及转换业务。

投资者通过销售机构办理上述基金交易的具体程序，以各销售机构相关规定为准。

二、 优惠方式：

自2018年8月24日起，在符合基金相关法律文件及监管部门要求的前提下，投资者通过攀赢基金申购

（含定投）上述基金，享有申购费率优惠，具体折扣费率以攀赢基金网站页面公示为准。

三、 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

1.�上海攀赢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021-68889082

网址：www.pytz.cn

2.�泰康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客服电话：4001895522

网址：www.tkfunds.com.cn

四、 特别提示

1.�本公告的解释权归攀赢基金所有。

2.�优惠活动期间，业务办理的具体时间、流程以攀赢基金规定为准。如上述优惠活动调整，本公司及攀

赢基金将另行公告相关内容。

3.�投资者欲了解本公司旗下基金产品的详细情况，请仔细阅读各基金的基金合同、基金招募说明书或

招募说明书（更新）等法律文件及本公司的相关公告与风险提示。

泰康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2018年8月24日

东方红目标优选三年定期开放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上市交易提示性公告

东方红目标优选三年定期开放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定于2018年8月24日开始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 本基金场内简称 “东证目

优” ，交易代码为：501053。

上海东方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日期：2018年8月24日

上海东方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东方红中国优势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基金经理变更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18年08月24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东方红中国优势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东方红中国优势混合

基金主代码 001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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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

基金经理变更类型 解聘基金经理

共同管理本基金的其他基金经理姓名 韩冬

离任基金经理姓名 林鹏、王延飞

2�离任基金经理的相关信息

离任基金经理姓名 林鹏、王延飞

离任原因 工作安排

离任日期 2018-08-24

是否转任本公司其他工作岗位 -

是否已按规定在中国基金业协会办理变

更手续

是

是否已按规定在中国基金业协会办理注

销手续

-

3�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本公司已就上述事项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完成相关手续。

上海东方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18年08月24日

上海东方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东方红睿阳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

(LOF)

基金经理变更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18年08月24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东方红睿阳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LOF)

基金简称 东方红睿阳混合（场内简称：东证睿阳）

基金主代码 169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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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

基金经理变更类型 解聘基金经理

共同管理本基金的其他基金经理姓名 秦绪文

离任基金经理姓名 林鹏

2�离任基金经理的相关信息

离任基金经理姓名 林鹏

离任原因 工作安排

离任日期 2018-08-24

是否转任本公司其他工作岗位 -

是否已按规定在中国基金业协会办理变更手续 是

是否已按规定在中国基金业协会办理注销手续 -

3�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本公司已就上述事项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完成相关手续。

上海东方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18年08月24日

上海东方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东方红睿满沪港深灵活配置混合

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经理变更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18年08月24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东方红睿满沪港深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东方红睿满沪港深混合（场内简称：东证睿满）

基金主代码 169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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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

基金经理变更类型 解聘基金经理

共同管理本基金的其他基金经理姓名 孙伟

离任基金经理姓名 周云

2�离任基金经理的相关信息

离任基金经理姓名 周云

离任原因 工作安排

离任日期 2018-08-24

是否转任本公司其他工作岗位 -

是否已按规定在中国基金业协会办理变

更手续

是

是否已按规定在中国基金业协会办理注

销手续

-

3�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本公司已就上述事项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完成相关手续。

上海东方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18年08月24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