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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披露

证券代码：600981

证券简称：汇鸿集团

公告编号：2018-103

江苏汇鸿国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减持部分可供出售金融资产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
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交易概况
江苏汇鸿国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和2017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公司申
请2018年度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减持额度的议案》， 同意公司董事会授权公司经营层2018年度通过证券交易系统 （包含大宗交易转
让）择机减持公允价值不超过16亿元的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根据公司战略发展需要，为进一步促进公司在环保再生、冷链物流和“
走出去” 生产基地建设等领域工作的开展，盘活存量金融资
产，不断优化公司资产结构。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和2018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增加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减持额度的议案》，同意将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减持额度增加40亿元。
具体详见公司刊登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的《第八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
号：2018-022）、《2017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18-039）、《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
2018-070）、《2018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18-074）。
二、交易进展
截至2018年12月17日收盘，公司通过证券集中交易系统累计减持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华泰证券” ）无限售流通股
345.4455万股，约占华泰证券总股本的0.04%。
公司全资子公司江苏汇鸿国际集团中天控股有限公司通过证券集中交易系统累计减持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江苏
银行” ）无限售流通股450万股，约占江苏银行总股本的0.04%。
三、交易产生的影响
扣除成本和相关交易税费后，经初步测算，上述减持公司可获得投资收益共计约7,956万元。 上述减持所获收益计入公司当期损
益，对公司2018年度业绩产生有利影响。
四、风险提示
鉴于上述2018年财务数据尚未经审计，最终数据以注册会计师审计数为准。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
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公司发布的信息以在上述媒体披露的公告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江苏汇鸿国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八年十二月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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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准确和完整，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2018年12月18日， 公司收到实际控制人中国航空工业集团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
航空工业集团” ）通知，根据国务院国有资产监
督管理委员会出具的 《关于开展国有资本投资公司试点的通知》
（国资发改革[2018]119号）文件，航空工业集团成为国有资本投资
公司试点企业之一，航空工业集团将按照试点工作相关要求，稳妥
推进落实各项改革举措。
特此公告。
中航工业机电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8年12月18日

证券代码：002556

特别提示：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厦门华侨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四十一次会议通知于2018年12月11日以电子邮件的
形式发出，会议于2018年12月18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应表决董事8名，实际表决董事8名。会议的召
开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鉴于公司董事变动，为了保障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工作的顺利开展，现经董事会研究决定，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相关专门委员会委员调整如下：
（1）公司第八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
公司第八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委员：陈广垒、丁建臣、蔡清艺，其中由陈广垒先生担任主任委员。
（2）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
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丁建臣、李文华、施亮，其中由丁建臣先生担任主任委
员。
（3）公司第八届董事会战略发展委员会
公司第八届董事会战略发展委员会委员：施亮、蔡清艺、王东红，其中由施亮先生担任主任委员。
表决结果：同意8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厦门华侨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12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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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航工业机电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有关事项的公告

编号：临 2018-107

厦门华侨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四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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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辉隆农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股份比例达1%暨回购进展
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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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徽辉隆农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 ）于 2018年10 月28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
六次会议，2018年11月15日召开2018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
方式回购公司股份预案的议案》等，并于 2018 年11月27日披露了《安徽辉隆农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回购报告书》。 上述内容详见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
网 www.cninfo.com.cn。
根据《上市公司回购社会公众股份管理办法（试行）》、《关于上市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
股份的补充规定》、《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以集中竞价方式回购股份业务指引》等相关规定，上市
公司回购股份占上市公司总股本的比例每增加1%的，应当在事实发生之日起3日内予以公告。 现将公
司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截止 2018 年 12月18日，公司通过回购专用证券账户累计回购股份数量为7,215,700股，占公
司目前总股本的1.0055%，最高成交价为 4.98 元/股，最低成交价为 4.67 元/股，支付总金额为 34,
992,976元（不含交易费用）。
公司后续将根据市场情况继续在回购期限内实施回购计划，并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
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安徽辉隆农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8年12月18日

证券简称：海大集团

公告编号：2018-068

广东海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部分股份质押展期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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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东海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的控股股东广州市海灏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海灏投资” ）于2017年12月18日将持有的海大集团股份（代码：002311.SZ）12,309,000股质押给招
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质押期限从2017年12月18日至2018年12月17日。 详见公司于2017年12月20日在
指定信息披露媒体披露的《关于控股股东部分股份质押的公告》（公告编号：2017-094）。
公司于近日接到海灏投资函告，获悉海灏投资办理了上述股权质押展期手续，具体事项如下：
一、股东股份质押展期的基本情况
股东名
称

是否为第一
大股东及一
致行动人

质押展期股
数
（股）

原质押
开始日期

海灏
投资

是

12,309,000

2017-12-18

2018-12-17

合计

-

12,309,000

-

-

展期后质押
原质押到期日
到期日

质权人

至解除质押 招商证券股
登记之日止 份有限公司
-

-

截至本公告日，海灏投资共持有公司股份910,589,359股（均为无限售流通股），占止于2018年12
月17日公司总股本的57.54%，其中仍处于质押状态的股份（含本次公告质押展期的股份）共计58,677,
400股，占止于2018年12月17日公司总股本的3.71%。
截至本公告日，海灏投资运营一切正常，资信状况良好，具备较强资金偿还能力，所质押股份不存在
引发平仓或被强制平仓风险，也不存在导致公司实际控制权发生变更的情形。
三、备查文件
1、股票质押式回购展期协议书等；

本次展期
质押占其
所持股份
比例

用途

1.35%

融资

1.35%

-

2、广州市海灏投资有限公司告知函。
特此公告。
广东海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股东股份累计被质押的情况

二O一八年十二月十九日

证券代码：600247

证券简称：*ST成城

编号：2018-041

吉林成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修订《
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吉林成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 ）于2018年12月18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了
北京东方绿科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编制的《吉林成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以下简称
“
《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因文件版式格式问题，部分内容并未完全显示，北京东方绿科投资管理有
限公司特对《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作如下修订：
《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第二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介绍-“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产权及控制关系” “
（一）股权控制关系” ：
网上显示：
（一）股权控制关系

李冬先生与杨生浩先生各持有东方绿科50%股份， 李冬先生与杨生浩先生一致认可李冬先生为东

中欧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新增农业银行为部分基金代销
机构同步开通转换定投业务并享受
费率优惠的公告
根据中欧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本公司” ）与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农业银
行” ）签署的代销协议和相关业务准备情况，本公司决定自2018年12月19日起增加农业银行为下述基金
的代销机构。 届时投资者可以通过农业银行办理下述基金的开户、申购、赎回、转换和定期定额投资业
务，并参与相应的费率优惠活动。 具体公告如下：
一、适用基金列表
序号

代码

1

004814

中欧红利优享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

全称

2

004815

中欧红利优享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C

3

001938

中欧时代先锋股票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A

4

004241

中欧时代先锋股票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C

二、相关业务安排
1、基金的申购、赎回、转换及定投业务仅适用于正常申购期及处于特定开放日和开放时间的基金。
2、基金转换是基金管理人给基金份额持有人提供的一种服务，是指基金份额持有人按基金管理人
规定的条件将其持有的某一只基金的基金份额转为同一基金管理人管理的另一只基金的基金份额的行
为。 基金转换只能在同一销售机构进行。 转换的两只基金必须都是该销售机构代理的同一基金管理人管
理的、在同一注册登记机构注册登记的基金，且申请当日拟转出基金和转入基金均处于正常交易状态，
转出份额必须为可用份额，否则申请无效。 基金转换费用与转换业务规则可参照《中欧基金管理有限公
司开放式基金业务规则》及其他相关公告。
3、通过农业银行办理基金定投业务，每期最低申购额为300元。
4、2018年12月31日前，投资者通过农业银行的网上银行和掌上银行申购本基金，申购费率享有7折
优惠。 若享有前述折扣后申购费率低于0.6%，则按0.6%执行；若享有前述折扣前的原申购费率等于或低
于0.6%，或适用固定费用的，则按原费率执行，不再享有费率折扣。
5、2018年12月31日前，投资者通过农业银行任一渠道新签约办理上述基金定投（含智能定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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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12月31日前，投资者签约基金定投（含智能定投）的客户，仍继续享有已有优惠。 即在2018
年度定投（或智能定投）签约后且成功扣款一次，从第二次申购开始享有申购费率5折优惠（基金申购费
率为规定金额的不享受此费率优惠）。
6、如欲了解本基金的详细信息,请仔细阅读其招募说明书、基金合同等法律文件以及其他相关公
告。 具体费率优惠细则请以农业银行的相关公告和规定为准。
三、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
1、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客服热线: 95599
网址:www.abchina.com
2、中欧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400-700-9700、021-68609700
网址：www.zofund.com
四、风险提示

国寿安保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新增北京
蛋卷基金销售有限公司、北京君德汇富
基金销售有限公司为销售机构并参加
费率优惠活动的公告
根据国寿安保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与北京蛋卷基金销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蛋卷基金” ）、 北京君德汇富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
君德汇富” ） 签订的基金销售协议，自
“
2018年12月20日起，投资者可通过蛋卷基金、君德汇富办理本公司旗下部分基金的开户、申购、赎回、基
金转换业务。 本公司同时将参加蛋卷基金、君德汇富开展的费率优惠活动,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适用基金：
1、国寿安保货币市场基金A（000505）
2、国寿安保货币市场基金B（000506）
3、国寿安保鑫钱包货币市场基金（001931）
4、国寿安保聚宝盆货币市场基金（001096）
5、国寿安保增金宝货币市场基金（001826）
6、国寿安保沪深30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000613）
7、国寿安保尊享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A（000668）
8、国寿安保尊享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C（000669）
9、国寿安保尊益信用纯债一年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000931）
10、国寿安保中证50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001241）
11、国寿安保稳惠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002148）
12、国寿安保健康科学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005043）
13、国寿安保健康科学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C（005044）
14、国寿安保尊裕优化回报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A（004318）
15、国寿安保尊裕优化回报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C（004319）
16、国寿安保成长优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001521）
17、国寿安保智慧生活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001672）
18、国寿安保核心产业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002376）
19、国寿安保强国智造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003131）
20、国寿安保尊利增强回报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A（002720）
21、国寿安保尊利增强回报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C（002721）
22、国寿安保中证养老产业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168001）
23、国寿安保保本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001932）
二、费率优惠活动：
1、适用投资者范围：
通过蛋卷基金、君德汇富申购本公司旗下开放式基金的合法个人及机构投资者。
2、活动时间：
自2018年12月20日起，活动截止日期以蛋卷基金、君德汇富官方公告为准。
3、适用基金：
本公司通过蛋卷基金、君德汇富销售的上述开放式基金。
在优惠活动期间，如本公司新增通过蛋卷基金、君德汇富销售的基金产品，则自该基金产品开放申
购当日起，将同时参与上述优惠活动，届时将不再另行公告。
4、活动内容：
在优惠活动期间，投资者通过蛋卷基金、君德汇富申购本公司旗下开放式基金，可享受申购费率优
惠,具体费率优惠情况以蛋卷基金、君德汇富公告为准。 各基金的原申购费率请详见基金合同、招募说明

方绿科实际控制人。
现修订为：
（一）股权控制关系

李冬先生与杨生浩先生各持有东方绿科50%股份， 李冬先生与杨生浩先生一致认可李冬先生为东
方绿科实际控制人。
除上述修订内容外，《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中的其他内容不变，本次修订给广大投资者带来的不
便，公司深表歉意，敬请谅解。
特此公告。
吉林成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8年12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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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低利益。 投资人投资本公司旗下开放式基金前应认真阅读相关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 敬请投资人注
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中欧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8年12月19日

中欧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新增安信证券为中欧时代先锋
股票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代销机构
同步开通转换、定投业务并参与费率
优惠的公告
根据中欧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本公司” ）与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简称“
安信证券” ）
签署的代销协议和相关业务准备情况， 本公司决定新增安信证券为中欧时代先锋股票型发起式证券投
资基金（A类基金代码：001938，C类基金代码：004241，以下简称“
本基金” ）的代销机构。
自2018年12月19日起，投资者可以通过安信证券办理本基金的开户、申购、赎回、转换和定期定额投
资业务，并参与相应的费率优惠活动，业务办理的具体事宜请遵从上述代销机构的相关规定。
一、相关业务安排
1、基金的申购、赎回、转换及定投业务仅适用于正常申购期及处于特定开放日和开放时间的基金。
2、基金转换是基金管理人给基金份额持有人提供的一种服务，是指基金份额持有人按基金管理人
规定的条件将其持有的某一只基金的基金份额转为同一基金管理人管理的另一只基金的基金份额的行
为。 基金转换只能在同一销售机构进行。 转换的两只基金必须都是该销售机构代理的同一基金管理人管
理的、在同一注册登记机构注册登记的基金，且申请当日拟转出基金和转入基金均处于正常交易状态，
转出份额必须为可用份额，否则申请无效。 基金转换费用与转换业务规则可参照《中欧基金管理有限公
司开放式基金业务规则》及其他相关公告。
3、通过安信证券办理基金定投业务，每期最低申购额为300元人民币（含申购费）。 本业务不受日常
申购的最低数额限制。
4、通过上述渠道购买本基金A类份额享有费率优惠，具体费率优惠细则请以上述渠道的相关公告
和规定为准。
二、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
1、 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网址：www.essences.com.cn
客服热线：4008-001-001
2、 中欧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网址：www.zofund.com
客服电话：400-700-9700、021-68609700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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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低利益。 投资人投资本公司旗下开放式基金前应认真阅读相关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 敬请投资人注
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中欧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8年12月19日

书等法律文件，以及本公司发布的最新业务公告。
三、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情况：
（一）北京蛋卷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400-159-9288
公司网址：https://danjuanapp.com/
（二）北京君德汇富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400-829-1218
公司网址：www.kstreasure.com
（三）国寿安保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4009-258-258
公司网址：www.gsfunds.com.cn
风险提示：
1、国寿安保保本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001932）的保本条款仅对认购该基金并持有到期
的持有人适用，基金份额持有人在保本周期开始后申购（转入），或在保本周期到期日前赎回（转出）的
基金份额不适用保本条款。
投资于保本基金并不等于将资金作为存款存放在银行或存款类金融机构， 保本基金在极端市场情
况下仍然存在本金损失的风险，详情请见该基金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及其更新等相关法律文件。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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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敬请投资人认真阅读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法律文件，并根据自身的风险承受能力选择
适合自己的基金产品投资，注意基金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国寿安保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一八年十二月十九日

国寿安保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旗下
部分基金新增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为销售机构的公告
根据国寿安保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本公司” ）与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民生银行” ）签署的相关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销售协议，自2018年12月19日起，投资者可通过民生银
行办理国寿安保健康科学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基金代码：005043）、国寿安保健康科学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C（基金代码：005044）、国寿安保增金宝货币市场基金（基金代码：001826）的申购、赎回等业
务。
投资者可通过以下渠道咨询详情：
（一）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95568
公司网站：www.cmbc.com.cn
（二）国寿安保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4009-258-258；
公司网站：www.gsfunds.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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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敬请投资人认真阅读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法律文件，并根据自身的风险承受能
力选择适合自己的基金产品投资，注意基金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国寿安保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一八年十二月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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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华安创业板50A份额
定期份额折算后次日前收盘价调整的公告
根据《华安创业板50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的约定，华安创业板50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
金（以下简称“
本基金” ）于2018年12月17日对在该日交易结束后登记在册的华安创业板50A份额（场
内简称：创业股A，基金代码：150303）和华安创业板50份额（场内简称：创业50，基金代码：1604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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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12月12日刊登在《中国证券
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站上的《关于华安创业板5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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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证券交易所证券投资基金交易和申购赎回实施细则》，华安创业板50A份额2018年12月
19日即时行情显示前收盘价现调整为2018年12月18日的华安创业板50A份额的基金份额参考净值（四
舍五入至0.001元），即1.001元。由于华安创业板50A份额折算前存在折价交易情形，2018年12月17日的
收盘价为0.990元，扣除约定收益后为0.970元，与2018年12月19日的前收盘价存在较大差异，2018年12
月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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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8年12月19日

关于华安中证银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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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安中证银行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的约定，华安中证银行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
本基金” ）以2018年12月17日为份额折算基准日，对在该日交易结束后登记在册的华安
金（以下简称“
中证银行A份额（场内简称：银行股A，基金代码：150299）和华安中证银行份额（场内简称：银行股基，
基金代码：160418）办理定期份额折算业务，现将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份额折算结果
2018年12月17日，华安中证银行份额的场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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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安中证银行份额的场内份额、华安中证银行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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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下表所
示：
折算前份额

新增份额
折算比例

场外华安中证银行
405,623,743.44
份额

0.035330258

场内华安中证银行
7,709,253.00
份额

0.035330258

华安中证银行A份
408,825,725.00
额

0.070660516

基金份额名称

折算后基金份
额（参考）净值

折算后基金份
额累计（参
考）净值

折算后份额

0.7784

0.8773

419,954,534.94

0.7784
1.0003

0.8773
1.1980

36,869,458.00
408,825,725.00

注：场外华安中证银行份额经份额折算后产生新增的场外华安中证银行份额；场内华安中证银行份
额经份额折算后产生新增的场内华安中证银行份额；华安中证银行A份额经份额折算后产生新增的场内
华安中证银行份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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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12月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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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安中证银行A份额于2018年12月19日开市复牌。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证券投资基金交易和
申购赎回实施细则》， 华安中证银行A份额2018年12月19日即时行情显示的前收盘价现调整为2018年
12月18日华安华安中证银行A份额的基金份额参考净值（四舍五入至0.001元），即1.001元。 由于华安中
证银行A份额折算前存在折价交易情形，2018年12月17日的收盘价为1.026元，扣除约定收益后为0.971
元， 与2018年12月19日的前收盘价存在较大差异，2018年12月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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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1、由于华安中证银行A份额新增份额折算成华安中证银行份额的场内份额数和华安中证银行份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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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有较少华安中证
银行A份额数或场内华安中证银行份额数的份额持有人存在无法获得新增场内华安中证银行份额的可
能性。
2、 本基金原华安中证银行A份额持有人在定期份额折算后将持有华安中证银行A份额和本基金基
础份额——
—华安中证银行份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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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能会承担因
市场下跌而遭受损失的风险。
3、投资可以通过以下途径了解或咨询相关情况:
本公司客服电话：40088-50099
本公司网站：www.huaan.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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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募说明书等文件。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
风险。
特此公告。
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8年12月19日

关于华安创业板5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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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安创业板50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的约定，华安创业板50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
金（以下简称“
本基金” ）以2018年12月17日为份额折算基准日，对在该日交易结束后登记在册的华安
创业板50A份额（场内简称：创业股A，基金代码：150303）和华安创业板50份额（场内简称：创业50，基
金代码：160420）办理定期份额折算业务，现将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份额折算结果
2018年12月17日， 华安创业板50份额的场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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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安创业板50份额的场内份额、华安创业板50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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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下
表所示：
折算后基金份
额（参考）净值

折算后基金份
额累计（参
考）净值

0.011483030

0.8595

0.2212

455,619,008.63

30,896,613.00

0.011483030

0.8595

0.2212

33,135,750.00

82,049,412.00

0.022966060

1.0003

1.2137

82,049,412.00

基金份额名称

折算前份额

新增份额
折算比例

场外华安创业板50
份额

450,446,517.76

场内华安创业板50
份额
华安创业板50A份
额

折算后份额

注：场外华安创业板50份额经份额折算后产生新增的场外华安创业板50份额；场内华安创业板50份
额经份额折算后产生新增的场内华安创业板50份额； 华安创业板50A份额经份额折算后产生新增的场
内华安创业板5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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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12月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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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安创业板50A份额于2018年12月19日开市复牌。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证券投资基金交易和
申购赎回实施细则》， 华安创业板50A份额2018年12月19日即时行情显示的前收盘价现调整为2018年
12月18日华安华安创业板50A份额的基金份额参考净值（四舍五入至0.001元），即1.001元。由于华安创
业板50A份额折算前存在折价交易情形，2018年12月17日的收盘价为0.990元，扣除约定收益后为0.970
元， 与2018年12月19日的前收盘价存在较大差异，2018年12月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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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1、由于华安创业板50A份额新增份额折算成华安创业板50份额的场内份额数和华安创业板5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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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有较少华安创业
板50A份额数或场内华安创业板50份额数的份额持有人存在无法获得新增场内华安创业板50份额的可
能性。
2、本基金原华安创业板50A份额持有人在定期份额折算后将持有华安创业板50A份额和本基金基
础份额——
—华安创业板5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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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能会承担因
市场下跌而遭受损失的风险。
3、投资可以通过以下途径了解或咨询相关情况:
本公司客服电话：40088-50099
本公司网站： www.huaan.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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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募说明书等文件。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
风险。
特此公告。
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8年12月19日

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
华安制造先锋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增加
恒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为销售机构的公告
根据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本公司” ）与恒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泰证
券” ）签署的销售协议，自2018年12月19日起恒泰证券开始销售华安制造先锋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以
该基金” ，基金代码：006154）, 投资者可在该基金的认购期内到恒泰证券办理基金认购等相
下简称“
关业务。
咨询办法
1、恒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0471-4961259
网址：www.cnht.com.cn
2、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40088-50099
网址：www.huaan.com.cn
特此公告
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一八年十二月十九日

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
华安中证500行业中性低波动交易型开放式
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增加太平洋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为 销售机构的公告
根据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本公司” ）与太平洋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太平
洋证券” ）签署的销售协议，自2018年12月24日起太平洋证券开始销售华安中证500行业中性低波动交
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以下简称“该基金” ，基金代码：A类：006129、C类：006130）,
投资者可在该基金的认购期内到太平洋证券办理基金认购等相关业务。
咨询办法
1、太平洋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0871-68898130
网址: www.tpyzq.com
2、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40088-50099
网址：www.huaan.com.cn
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一八年十二月十九日

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
华安中证500行业中性低波动交易型开放式
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增加销售机构的
公告
根据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本公司” ）与华福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民生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签署的销售协议， 自2018年12月19日起上述销售机构开始销售华安中证500行业中性低波动交易
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以下简称“该基金” ，基金代码：A类：006129、C类：006130）,
投资者可在该基金的认购期内到上述销售机构办理基金认购等相关业务。
咨询办法
1、华福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96326
网址：www.hfzq.com.cn
2、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4006198888
网址：www.mszq.com
3、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40088-50099
网址：www.huaan.com.cn
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一八年十二月十九日

关于华安中证全指证券公司指数分级证券
投资基金定期份额折算结果及恢复交易的公告
根据《华安中证全指证券公司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的约定，华安中证全指证券公司指
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本基金” ）以2018年12月17日为份额折算基准日，对在该日交易结束
后登记在册的华安中证证券A份额（场内简称：证券股A，基金代码：150301）和华安中证证券份额（场
内简称：证券股基，基金代码：160419）办理定期份额折算业务，现将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份额折算结果
2018年12月17日，华安中证证券份额的场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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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安中证证券份额的场内份额、华安中证证券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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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下表所
示：
基金份额名称

折算前份额

新增份额
折算比例

折算后基金份
折算后基金份
额累计（参考）
额（参考）净值
净值

能性。
2、 本基金原华安中证证券A份额持有人在定期份额折算后将持有华安中证证券A份额和本基金基
础份额——
—华安中证证券份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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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能会承担因
市场下跌而遭受损失的风险。
3、投资可以通过以下途径了解或咨询相关情况:
本公司客服电话：40088-50099
本公司网站： www.huaan.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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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募说明书等文件。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
风险。
特此公告。
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8年12月19日

关于华安中证银行A份额
定期份额折算后次日前收盘价调整的公告
根据《华安中证银行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的约定，华安中证银行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
金（以下简称“
本基金” ）于2018年12月17日对在该日交易结束后登记在册的华安中证银行A份额（场
内简称：银行股A，基金代码：150299）和华安中证银行份额（场内简称：银行股基，基金代码：1604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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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12月12日刊登在《中国证券
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站上的《关于华安中证银行指数分级证
券投资基金办理定期份额折算业务的公告》。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证券投资基金交易和申购赎回实施细则》，华安中证银行A份额2018年12月
19日即时行情显示前收盘价现调整为2018年12月18日的华安中证银行A份额的基金份额参考净值（四
舍五入至0.001元），即1.001元。 由于华安中证银行A份额折算前存在折价交易情形，2018年12月17日的
收盘价为1.026元，扣除约定收益后为0.971元，与2018年12月19日的前收盘价存在较大差异，2018年12
月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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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8年12月19日

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华安沪港深外延增长灵活配置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因处于非港股通交易日暂停
申购、赎回、转换和定期定额投资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18年12月19日
1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华安沪港深外延增长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华安沪港深外延增长混合

基金主代码

001694

基金管理人名称

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根据《华安沪港深外延增长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和《华安沪
港深外延增长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的有关规定。
暂停申购起始日

2018年12月24日

暂停赎回起始日

2018年12月24日

暂停转换起始日

2018年12月24日

暂停相关业务的起始日、金额及原因
暂停定期定额投资起始日
说明

2018年12月24日

鉴于2018年12月24日、12月25日、12月26日
暂停申购、赎回、转换和定期定额 为香港公众假日（圣诞节），华安沪港深通外
投资的原因说明
延增长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处于非
港股通交易日。

2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1）华安沪港深外延增长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自2018年12月27日（星期四）起恢复日常申
购、赎回、转换和定期定额投资业务，届时不再另行公告。
2）敬请投资人提前做好交易安排，避免因假期原因，带来不便。
3）投资者可登录本基金管理人网站（www.huaan.com.cn），或拨打客户服务电话40088-50099
咨询相关信息。
特此公告
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8年12月19日

关于华安中证证券A份额
定期份额折算后次日前收盘价调整的公告
根据《华安中证全指证券公司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的约定，华安中证全指证券公司指
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
本基金” ）于2018年12月17日对在该日交易结束后登记在册的华安中
证证券A份额（场内简称：证券股A，基金代码：150301）和华安中证证券份额（场内简称：证券股基，基
金代码：1604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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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12月12日
刊登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站上的《关于华安中证
全指证券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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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证券交易所证券投资基金交易和申购赎回实施细则》，华安中证证券A份额2018年12月
19日即时行情显示前收盘价现调整为2018年12月18日的华安中证证券A份额的基金份额参考净值（四
舍五入至0.001元），即1.001元。 由于华安中证证券A份额折算前存在折价交易情形，2018年12月17日的
收盘价为0.974元，扣除约定收益后为0.964元，与2018年12月19日的前收盘价存在较大差异，2018年12
月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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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8年12月19日

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华安CES港股通精选100交易型开放式
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因处于非港股通
交易日暂停申购、赎回、转换和定期定额投资
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18年12月19日
1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华安CES港股通精选10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

基金简称

华安CES港股通精选100ETF联接

基金主代码

005813

基金管理人名称

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根据《华安CES港股通精选10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基金合
同》和《华安CES港股通精选10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招募
说明书》的有关规定。
暂停申购起始日

2018年12月24日

暂停赎回起始日

2018年12月24日

暂停转换起始日
暂停相关业务的起始日、金额及原因
暂停定期定额投资起始日
说明

2018年12月24日
2018年12月24日

鉴于2018年12月24日、12月25日、12月26日
暂停申购、赎回、转换和定期定额投 为香港公众假日（圣诞节），华安CES港股
资的原因说明
通精选10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联接基金处于非港股通交易日。
下属分级基金的基金简称

华安CES港股通精选100ETF联接A 华安CES港股通精选100ETF联接C

下属分级基金的交易代码

005813

该分级基金是否暂停申购、 赎回、转
是
换及定期定额投资

005814
是

2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1） 华安CES港股通精选10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自2018年12月27日 （星期
四）起恢复日常申购、赎回、转换和定期定额投资业务，届时不再另行公告。
2）敬请投资人提前做好交易安排，避免因假期原因，带来不便。
3）投资者可登录本基金管理人网站（www.huaan.com.cn），或拨打客户服务电话40088-50099
咨询相关信息。
特此公告
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8年12月19日

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华安CES港股通精选100交易型开放式
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因处于非港股通交易日
暂停申购、赎回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18年12月19日
1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华安CES港股通精选10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华安CES港股通精选100ETF

基金主代码

513900

基金管理人名称

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根据 《华安CES港股通精选10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和
《华安CES港股通精选10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 的有关
规定。
暂停申购起始日

2018年12月24日

暂停赎回起始日

2018年12月24日

暂停申购、赎回的原因说明

鉴于2018年12月24日、12月25日、12月26日
为香港公众假日（圣诞节），华安CES港股通
精选10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处
于非港股通交易日。

暂停相关业务的起始日、金额及原因
说明

2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1）华安CES港股通精选10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自2018年12月27日（星期四）起恢复
日常申购、赎回业务，届时不再另行公告。
2）敬请投资人提前做好交易安排，避免因假期原因，带来不便。
3）投资者可登录本基金管理人网站（www.huaan.com.cn），或拨打客户服务电话40088-50099
咨询相关信息。
特此公告
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8年12月19日

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华安沪港深机会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因处于非港股通交易日暂停申购、
赎回、转换和定期定额投资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18年12月19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华安沪港深机会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华安沪港深机会灵活配置混合

基金主代码

004263

基金管理人名称

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根据《华安沪港深机会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和《华安沪港深
机会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的有关规定。
暂停申购起始日

2018年12月24日

暂停赎回起始日

2018年12月24日

暂停转换起始日

2018年12月24日

暂停相关业务的起始日、 金额及原因
暂停定期定额投资起始日
说明

2018年12月24日

鉴于2018年12月24日、12月25日、12月
暂停申购、赎回、转换和定期定额投资 26日为香港公众假日（圣诞节），华安
的原因说明
沪港深机会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处于非港股通交易日。

2.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1）华安沪港深机会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自2018年12月27日（星期四）起恢复日常申购、
赎回、转换和定期定额投资业务，届时不再另行公告。
2）敬请投资人提前做好交易安排，避免因假期原因，带来不便。
3）投资者可登录本基金管理人网站（www.huaan.com.cn），或拨打客户服务电话40088-50099
咨询相关信息。
特此公告
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8年12月19日

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华安沪港深通精选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因处于非港股通交易日暂停申购、
赎回、转换和定期定额投资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18年12月19日
1.公告基本信息

折算后份额

场外华安中证证券
份额

69,324,729.11

0.004095875

1.1773

0.4738

69,608,674.53

场内华安中证证券
份额

13,614,001.00

0.004095875

1.1773

0.4738

13,731,897.00

华安中证证券A份额

7,585,073.00

0.008191750

1.0003

1.2138

7,585,073.00

注：场外华安中证证券份额经份额折算后产生新增的场外华安中证证券份额；场内华安中证证券份
额经份额折算后产生新增的场内华安中证证券份额；华安中证证券A份额经份额折算后产生新增的场内
华安中证证券份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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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12月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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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安中证证券A份额于2018年12月19日开市复牌。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证券投资基金交易和
申购赎回实施细则》， 华安中证证券A份额2018年12月19日即时行情显示的前收盘价现调整为2018年
12月18日华安华安中证证券A份额的基金份额参考净值（四舍五入至0.001元），即1.001元。 由于华安中
证证券A份额折算前存在折价交易情形，2018年12月17日的收盘价为0.974元，扣除约定收益后为0.964
元， 与2018年12月19日的前收盘价存在较大差异，2018年12月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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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1、由于华安中证证券A份额新增份额折算成华安中证证券份额的场内份额数和华安中证证券份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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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有较少华安中证
证券A份额数或场内华安中证证券份额数的份额持有人存在无法获得新增场内华安中证证券份额的可

基金名称

华安沪港深通精选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华安沪港深通精选灵活配置混合

基金主代码

001581

基金管理人名称

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根据《华安沪港深通精选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和《华安沪港
深通精选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的有关规定。
暂停申购起始日

2018年12月24日

暂停赎回起始日

2018年12月24日

暂停转换起始日
暂停相关业务的起始日、 金额及原因
暂停定期定额投资起始日
说明

2018年12月24日
2018年12月24日

鉴于2018年12月24日、12月25日、12月
暂停申购、赎回、转换和定期定额投资 26日为香港公众假日（圣诞节），华安
的原因说明
沪港深通精选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
资基金处于非港股通交易日。

2.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1）华安沪港深通精选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自2018年12月27日（星期四）起恢复日常申
购、赎回、转换和定期定额投资业务，届时不再另行公告。
2）敬请投资人提前做好交易安排，避免因假期原因，带来不便。
3）投资者可登录本基金管理人网站（www.huaan.com.cn），或拨打客户服务电话40088-50099
咨询相关信息。
特此公告
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8年12月19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