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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002853

证券简称：皮阿诺 公告编号：

2019-001

广东皮阿诺科学艺术家居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18

年员工持股计划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2018年员工持股计划情况概述

广东皮阿诺科学艺术家居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8年4

月26日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和2018年5月17日召开的2017年年度

股东大会，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广东皮阿诺科学艺术家居股份有限公司2018

年员工持股计划（草案）〉及摘要的议案》、《关于〈广东皮阿诺科学艺术家居

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员工持股计划管理办法〉的议案》等相关议案。 公司于

2018年11月9日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和2018年11月26日召开的

2018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延长2018年员工持股计划

股票购买期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18年4月27日、2018年5月18日、

2018年11月10日、2018年11月27日刊登在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

《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相关公

告。

根据中国证监会 《关于上市公司实施员工持股计划试点的指导意见》及

《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7号：员工持股计划》的相关要求，公司分

别于2018年7月31日、2018年9月1日、2018年9月29日、2018年10月31日、

2018年12月1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了《关于2018年员工持股计划的进展公

告 》 （ 公 告 编 号 ：2018-056、2018-072、2018-073、2018-086、

2018-098）。

二、本次员工持股计划最新进展情况

截止本公告日，公司2018年员工持股计划“长安信托-皮阿诺2018员工

持股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通过二级市场竞价交易方式购买公司股票共计1,

362,3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8770%，成交均价为18.11元/股。

公司将持股关注本次员工持股计划实施的进展情况， 按照相关法律法规

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广东皮阿诺科学艺术家居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一月一日

金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旗下基金年度净值公告

经基金托管人复核，截至2018年12月31日，金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旗下基金净值信息

如下：

基金名称 基金代码 资产净值（元）

基金份额净值

（元）

份额累计净值

（元）

金信新能源汽车灵活配置混

合型

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002256 20,429,620.59 0.644 0.644

金信转型创新成长灵活配置

混合型

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002810 35,094,741.57 0.734 0.734

金信智能中国2025灵活配置

混合型

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002849 80,700,412.75 1.018 1.018

金信量化精选灵活配置混合

型

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002862 9,259,326.50 0.728 0.728

金信深圳成长灵活配置混合

型

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002863 147,406,521.54 0.979 0.979

金信民兴债券型证券投资基

金A类

004400 780,398,777.14 1.7314 1.9774

金信民兴债券型证券投资基

金C类

004401 19,082,731.77 1.1604 1.1604

金信多策略精选灵活配置混

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04223 1,036,628,030.81 1.1077 1.5484

金信价值精选灵活配置混合

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A类

005117 5,154,969.03 0.5167 0.5167

金信价值精选灵活配置混合

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C类

005118 1,158,726.72 0.5191 0.5191

金信民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

金A类

004222 2,802,711.98 0.8947 0.8947

金信民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

金C类

004402 2,866,432.04 0.8872 0.8872

基金名称 基金代码 资产净值（元）

每万份收益

（元）

七日年化收益

率(%)

金信民发货币市场基金A类 004077 40,096,125.46 1.8861 6.177

金信民发货币市场基金B类 004078 258,791,638.88 1.9518 6.438

特此公告。

金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O一九年一月二日

证券简称：上海电力 证券代码：

600021

编号：临

2019-01

上海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项目进展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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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日，由公司控股投资建设的海南屯昌光伏发电项目成功并网发电，由公司投资的江

苏如东H4#、浙能嵊泗2#等4个海上风电项目获得核准批复。

一、新能源发电项目投产情况

近日， 由公司全资子公司上海上电新达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控股80％的海南屯昌50

兆瓦渔光互补发电项目（以下简称“海南屯昌项目” ）正式并网发电。

海南屯昌项目位于海南省屯昌县屯城镇境内，项目容量50兆瓦。 项目执行光伏上网电

价0.85元/千瓦时，预计年均发电量为6,801万千瓦时。

该项目旨在打造技术先进、水平一流的“渔光互补”示范性项目，对进一步优化公司电

源结构，提高清洁能源比重具有积极意义。 同时，也有利于推动当地生态渔业养殖综合发

展，带动劳动就业和地方经济发展。

二、新能源发电项目核准情况

近日，由公司投资的江苏如东H4#、浙能嵊泗2#等4个海上风电项目获得核准批复。 具

体如下：

项目名称 地址 装机容量 项目总投资 股权比例

江苏如东H4#�海上风

电场项目

江苏省如东县 400兆瓦 695,162.3万元 51%

江苏滨海南H3#�海上风

电场项目

江苏省滨海县 300兆瓦 496,098.72万元 51%

江苏如东H7#�海上风电

场项目

江苏省如东县 400兆瓦 766,375.41万元 57%

浙能嵊泗2#�海上风电

场项目

浙江省嵊泗县 400兆瓦 722,150.74万元 50%

公司将积极推进上述项目的建设进程，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上海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一月二日

英大基金关于旗下基金

2018

年年度最后一个市场交易日

基金资产净值和基金份额净值的公告

根据《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有关规定，并经基金托管人审核，英大基金管

理有限公司公告2018年年度最后一个市场交易日（2018年12月31日）旗下基金资产净值

如下：

基金代码 基金简称

基金资产净值

(元)

基金份额净值

（元）

基金份额累计净值（元）

650001 英大纯债债券 A 321,336,573.34 1.1194 1.3814

650002 英大纯债债券 C 117,799,815.46 1.1038 1.3308

000458 英大领先回报 65,634,660.98 0.7567 1.4167

001270 英大灵活配置 A 1,295,262.77 0.9853 1.0353

001271 英大灵活配置 B 150,634,601.02 0.9651 1.0151

001607 英大策略优选A 89,263,075.19 1.0141 1.0141

001608 英大策略优选C 884,917.79 0.9744 0.9744

001678 英大国企改革 36,427,110.49 1.0118 1.0118

003446 英大睿鑫灵活配置A 76,455,599.89 0.9672 1.0172

003447 英大睿鑫灵活配置C 62,528.84 0.9550 1.0050

003713 英大睿盛灵活配置A 127,662,331.43 0.8398 0.9198

003714 英大睿盛灵活配置C 4,718.24 0.8452 0.9252

基金代码 基金简称 基金资产净值（元） 每万份收益（元） 7�日年化收益率(%)

000912 英大现金宝 880,860,890.35 3.1453 3.894

英大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9年01月02日

鑫元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旗下基金

2018

年

12

月

31

日资产净值的公告

经基金托管人复核，截至2018年12月31日，鑫元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旗下基金资产净值

公告如下：

基金代码 基金名称 基金资产净值（元）

000483 鑫元货币市场基金A 546,289,712.03

000484 鑫元货币市场基金B 8,809,609,762.64

000578

鑫元恒鑫收益增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

金A

8,104,313.18

000579

鑫元恒鑫收益增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

金C

6,215,507.82

000655 鑫元稳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91,586,048.68

000694 鑫元鸿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546,333,261.96

000815 鑫元合享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A 0.00

000814 鑫元合享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C 3,738,257.98

000896

鑫元聚鑫收益增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

金A

18,725,500.36

000897

鑫元聚鑫收益增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

金C

6,102,029.56

000911 鑫元合丰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A 1,393,168,871.79

000910 鑫元合丰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C 10,281,352.90

001526 鑫元安鑫宝货币市场基金A 3,557,612,560.87

001527 鑫元安鑫宝货币市场基金B 734,375,913.58

001601

鑫元鑫新收益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

资基金A

95,071,457.86

001602

鑫元鑫新收益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

资基金C

44,874.51

002265

鑫元兴利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

投资基金

1,270,631,583.06

002442 鑫元汇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3,155,121,588.61

002632 鑫元双债增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A 1,018,968,214.82

002633 鑫元双债增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C 96,264.23

002915 鑫元裕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1,016,520,686.29

003041 鑫元得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53,053,787.24

003500 鑫元聚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2,120,513,324.38

004059 鑫元招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906,475,961.76

004459

鑫元瑞利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

投资基金

2,557,490,019.06

004031 鑫元添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10,130,250.04

004944

鑫元鑫趋势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A

3,724,316.01

004948

鑫元鑫趋势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C

47,051,517.30

005446

鑫元广利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

投资基金

1,027,264,179.14

005262

鑫元欣享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

金A

44,797,026.49

005263

鑫元欣享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

金C

18,236,504.56

005493

鑫元价值精选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

资基金A

46,835,922.06

005494

鑫元价值精选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

资基金C

1,306,247.69

005779

鑫元常利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

投资基金

612,791,573.86

005849

鑫元合利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

投资基金

533,032,214.64

005780

鑫元增利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

投资基金

520,835,480.93

005949

鑫元行业轮动灵活配置混合型发起式

证券投资基金A

36,624,884.78

005950

鑫元行业轮动灵活配置混合型发起式

证券投资基金C

0.00

006142

鑫元淳利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

投资基金

214,840,506.76

006082 鑫元全利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A 291,147,937.79

006083 鑫元全利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C 0.00

006193

鑫元核心资产股票型发起式证券投资

基金A

13,741,806.27

006194

鑫元核心资产股票型发起式证券投资

基金C

1,150,490.73

特此公告。

鑫元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9年1月2日

新疆前海联合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8

年

12

月

31

日基金净值公告

经基金托管人核准，截至2018年12月31日，新疆前海联合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旗下基金

净值信息如下：

基金代码 基金名称 资产净值（元）

基金份额净值

(元)

基金份额累计净

值(元)

003471

新疆前海联合添鑫一年定

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

金A类

512,432,713.52 1.0162 1.0230

003472

新疆前海联合添鑫一年定

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

金C类

703.28 1.0121 1.0121

002778

新疆前海联合新思路灵活

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

类

24,363.55 0.931 0.931

002779

新疆前海联合新思路灵活

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C

类

51,701,142.19 1.015 1.515

003180

新疆前海联合添利债券型

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A类

2,939,965.22 0.9762 0.9762

003181

新疆前海联合添利债券型

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C类

18,161,785.06 0.9676 0.9676

002780

新疆前海联合泓鑫灵活配

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207,247,664.75 0.9274 0.9274

003475

新疆前海联合沪深300指数

型证券投资基金

46,960,741.44 0.9092 0.9092

003498

新疆前海联合添和纯债债

券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

1,513,140,714.33 1.0746 1.0746

003499

新疆前海联合添和纯债债

券型证券投资基金C类

1,086,287,789.36 1.0698 1.0698

003581

新疆前海联合国民健康产

业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

资基金

44,631,485.65 0.854 0.854

004634

新疆前海联合泳涛灵活配

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97,362,591.60 0.9131 0.9131

003928

新疆前海联合永兴纯债债

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2,078,479,336.02 1.2435 1.2435

004128

新疆前海联合泳隆灵活配

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819,757,360.38 1.0716 1.2496

005378

新疆前海联合泓元纯债定

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

投资基金

6,057,045,261.19 1.0248 1.0668

004693

新疆前海联合泳隽灵活配

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358,594,170.41 0.7259 0.7259

005722

新疆前海联合泓瑞定期开

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

基金

6,134,361,287.13 1.0227 1.0459

003174

新疆前海联合添惠纯债债

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3,475,716,113.04 1.0388 1.0388

005671

新疆前海联合研究优选灵

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

金A类

204,262,208.02 1.0041 1.0041

005672

新疆前海联合研究优选灵

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

金C类

4,002,998.99 1.0006 1.0006

006203

新疆前海联合泳祺纯债债

券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

1,852,343,386.07 1.0135 1.0135

006204

新疆前海联合泳祺纯债债

券型证券投资基金C类

865,734,136.86 1.0163 1.0163

004809

新疆前海联合润丰灵活配

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

107,876,504.30 1.0033 1.0033

005935

新疆前海联合润丰灵活配

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C类

2,722.21 1.0023 1.0023

005933

新疆前海先进制造灵活配

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

191,272,426.99 1.0005 1.0005

005934

新疆前海先进制造灵活配

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C类

10,433,231.54 1.0004 1.0004

资产净值（元）

每万份收益

（元）

七日年化收益率

(%)

002247

新疆前海联合海盈货币市

场基金A类

45,382,739.48 3.4722 4.169

002248

新疆前海联合海盈货币市

场基金B类

4,985,941,440.47 3.6777 4.428

004699

新疆前海联合汇盈货币市

场基金A类

3,588,406.13 3.0008 3.645

004700

新疆前海联合汇盈货币市

场基金B类

410,981,367.03 3.1981 3.895

特此公告。

新疆前海联合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一九年一月二日

关于华宝新优享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基金合同终止及基金财产清算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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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宝新优享灵活

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以下简称“基金合同”或“《基金合同》” ）的有关规定，华宝新优享灵

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本基金” ）出现基金合同终止事由，经与基金托管人中国建设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协商一致，且不需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本基金管理人可以终止本基金基金合同并依法履行

基金财产清算程序。 现将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本基金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华宝新优享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华宝新优享混合

基金代码：004646

基金运作方式：契约型开放式

基金合同生效日：2017年6月29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华宝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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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投资基

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华宝新优享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华宝新优享灵活配置混合

型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

二、基金合同终止事由

根据《基金合同》“第五部分 基金备案” 中“三、基金存续期内的基金份额持有人数量和资产规模”

的约定，《基金合同》 生效后， 连续20个工作日出现基金份额持有人数量不满200人或者基金资产净值低于

5000万元情形的，基金管理人应当在定期报告中予以披露；连续60个工作日出现前述情形之一的，本基金将

依据《基金合同》第十九部分的约定进入基金财产清算程序并终止，不需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

截止2018年12月28日日终， 本基金已出现连续60个工作日基金资产净值低于5000万元的情形。 为维护

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根据基金合同约定，经与基金托管人协商一致，不需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本基金

管理人应终止本基金合同并依法履行基金财产清算程序。

三、基金财产清算

1、自2019年1月2日起，本基金进入清算程序。 本基金进入清算程序后，停止收取基金管理费、基金托管

费和销售服务费。 本基金进入清算程序后,� 如因本基金所持证券的流动性受限等客观因素影响，本基金将先

以已变现基金资产为限进行分配，待本基金所持证券全部变现后进行再次分配。

2、 基金管理人组织基金财产清算小组并在中国证监会的监督下进行基金清算。 基金财产清算小组成

员由基金管理人、基金托管人、具有从事证券相关业务资格的注册会计师、律师以及中国证监会指定的人员

组成。 基金财产清算小组可以聘用必要的工作人员。

3、基金财产清算小组负责基金财产的保管、清理、估价、变现和分配。 基金财产清算小组可以依法进行

必要的民事活动。

4、基金财产清算程序

（1）《基金合同》终止情形出现时，由基金财产清算小组统一接管基金；

（2）对基金财产和债权债务进行清理和确认；

（3）对基金财产进行估值和变现；

（4）制作清算报告；

（5）聘请会计师事务所对清算报告进行外部审计，聘请律师事务所对清算报告出具法律意见书；

（6）将清算报告报中国证监会备案并公告；

（7）对基金剩余财产进行分配。

5、基金财产清算的期限为6个月。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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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约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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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基金财产清算剩余资产的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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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基金财产清算的公告

清算过程中的有关重大事项须及时公告；基金财产清算报告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并由律师事务所出具

法律意见书后报中国证监会备案并公告。 基金财产清算公告于基金财产清算报告报中国证监会备案后5个工

作日内由基金财产清算小组进行公告。

9、基金财产清算账册及文件的保存

基金财产清算账册及有关文件由基金托管人保存15年以上。

四、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1、本基金已于2018年11月28日起暂停全部申购、转换转入及定期定额投资业务，本基金的赎回及其他业

务仍正常办理。 自2019年1月2日起，本基金进入清算程序后终止办理申购、赎回、转换转入转出及定期定额投

资等业务。 敬请投资者予以关注。 本公司承诺在清算过程中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履行相关职责。

2、投资者欲了解本基金的详细情况，请认真阅读本基金基金合同及本基金招募说明书。 投资者可登陆本

公司网站（www.fsfund.com）或拨打本公司客户服务热线（400-700-5588、021-38924558）咨询相关事

宜。

特此公告。

华宝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9年1月2日

华宝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华宝现金宝货币

市场基金收益结转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19年1月2日

1.� �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华宝现金宝货币市场基金

基金简称 华宝现金宝货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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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宝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华宝现金宝货币市场基金基金合同》、《华宝现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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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12月28日

收益累计期间

自 2018年11月30日

至 2018年12月2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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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2018年11月30

日至 2018年12月27日

收益结转的基金份额可赎回起始日 2019年1月2日

收益支付对象

收益支付日在华宝基金管理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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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12月28日直接计

入其基金账户，2019年1月2日起可查询及赎回

税收相关事项的说明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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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宝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9年1月2日

华宝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以通讯方式召开华宝宝康债券投资基金

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的第一次提示性公告

华宝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于2018年12月29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及本公司网

站（www.fsfund.com）发布了“华宝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以通讯方式召开华宝宝康债券投资基金份额持

有人大会的公告” 。为了使本次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顺利召开，根据基金合同的相关规定，现发布本次基金份

额持有人大会的第一次提示性公告。

一、会议基本情况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以下简称“《基金法》” ）、《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

办法》和《华宝宝康系列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契约》（以下简称“《基金契约》” ）的有关规定，华宝宝康

系列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本系列基金” ）的基金管理人华宝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基

金管理人” 或“基金管理人” ）决定以通讯方式召开本系列基金中的宝康债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本基

金” ）的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以下简称“本次会议” ），审议《关于华宝宝康债券投资基金修改基金契约及

调整赎回费率等的议案》。 会议具体安排如下：

1、会议召开方式：通讯方式

2、会议投票表决起止时间：2019年1月15日起，至2019年1月29日17：00止（以基金管理人收到表决票的

时间为准）

3、会议通讯表决票的寄达地点

收件人：华宝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地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世纪大道100号上海环球金融中心58楼

邮政编码：200120

联系人：龙怡

联系电话：021-38505935

通过专人送交、 邮寄送达的， 请在信封背面注明：“华宝宝康债券投资基金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表决专

用” 。

二、会议审议事项

本次会议审议的事项为《关于华宝宝康债券投资基金修改基金契约及调整赎回费率等的议案》（见附件

一）。

三、权益登记日

本次会议的权益登记日为2019年1月14日，即该日下午交易时间结束后，在华宝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登记

在册的本基金全体基金份额持有人均享有本次会议的表决权。

四、会议的议事程序和表决方式

（一）本次会议表决票见附件三。 基金份额持有人可通过登陆基金管理人网站（www.fsfund.com）下载

或从报纸上剪裁、复印表决票。

（二）基金份额持有人应当按照表决票的要求填写相关内容，其中：

1、个人投资者自行投票的，需在表决票上签字，并提供本人身份证件正反面复印件；

2、机构投资者自行投票的，需在表决票上加盖本单位公章（或基金管理人认可的其他印章，下同），并提

供加盖公章的营业执照复印件（事业单位、社会团体或其他单位可使用加盖公章的有权部门的批文、开户证

明或登记证书复印件等）；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自行投票的，需在表决票上加盖本机构公章（如有）或由授权

代表在表决票上签字（如无公章），并提供该授权代表的有效身份证件、护照或其他身份证明文件的复印件，

该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所签署的授权委托书或者证明该授权代表有权代表该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签署表决

票的其他证明文件，以及该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的营业执照、商业登记证或者其他有效注册登记证明复印件，

以及取得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资格的证明文件的复印件；

3、个人投资者委托他人投票的，应由受托人在表决票上签字或盖章，并提供个人投资者身份证件正反面

复印件，以及填妥的授权委托书原件（详见附件四）。 如受托人为个人，还需提供受托人的身份证件正反面复

印件；如受托人为机构，还需提供受托人的加盖公章的营业执照复印件（事业单位、社会团体或其他单位可使

用加盖公章的有权部门的批文、开户证明或登记证书复印件等）；

4、机构投资者委托他人投票的，应由受托人在表决票上签字或盖章，并提供机构投资者加盖公章的营业

执照复印件（事业单位、社会团体或其他单位可使用加盖公章的有权部门的批文、开户证明或登记证书复印

件等），以及填妥的授权委托书原件（详见附件四）。 如受托人为个人，还需提供受托人的身份证件正反面复

印件；如受托人为机构，还需提供受托人的加盖公章的营业执照复印件（事业单位、社会团体或其他单位可使

用加盖公章的有权部门的批文、开户证明或登记证书复印件等）。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委托他人投票的，应由

受托人在表决票上签字或盖章，并提供该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的营业执照、商业登记证或者其他有效注册登

记证明复印件，以及取得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资格的证明文件的复印件和填妥的授权委托书原件（详见附件

四）。 如受托人为个人，还需提供受托人的身份证件正反面复印件；如受托人为机构，还需提供受托人的加盖

公章的营业执照复印件（事业单位、社会团体或其他单位可使用加盖公章的有权部门的批文、开户证明或登

记证书复印件等）。

（三）基金份额持有人或其受托人需将填妥的表决票和所需的相关文件自2019年1月15日起，至2019年1

月29日17：00以前（以基金管理人收到表决票时间为准）通过专人送交、邮寄送达至以下地址或按以下传真

号码以传真的方式送达至下述收件人：

收件人：华宝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地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世纪大道100号上海环球金融中心58楼

邮政编码：200120

联系人：龙怡

联系电话：021-38505935

（四）投资者如有任何疑问，可致电本基金管理人客户服务电话400-700-5588或021-38924558咨询。

五、计票

1、本次会议的计票方式为：由本基金管理人授权的两名监督员在基金托管人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授权代表的监督下在表决截止日期第二天进行计票，并由公证机关对其计票过程予以公证。

2、基金份额持有人所持每份基金份额享有一票表决权。

3、表决票效力的认定如下：

（1）表决票填写完整清晰，所提供文件符合本会议通知规定，且在截止时间之前送达基金管理人的，为

有效表决票；有效表决票按表决意见计入相应的表决结果，其所代表的基金份额计入参加本次会议表决的基

金份额总数。

（2）如表决票上的表决意见未选、多选、模糊不清或相互矛盾，但其他各项符合会议通知规定的，视为弃

权表决，计入有效表决票，并按“弃权” 计入对应的表决结果，其所代表的基金份额计入参加本次会议表决的

基金份额总数。

（3）如表决票上签字或盖章部分填写不完整、不清晰的，或未能提供有效证明基金份额持有人身份或受

托人经有效授权的证明文件的，或未能在截止时间之前送达基金管理人的，均为无效表决票；无效表决票不

计入参加本次会议表决的基金份额总数。

（4）基金份额持有人重复提交表决票的，如各表决票表决意见相同，则视为同一表决票；如各表决票表

决意见不相同，则按如下原则处理：

1）送达时间不是同一天的，以最后送达的填写有效的表决票为准，先送达的表决票视为被撤回；

2）送达时间为同一天的，视为在同一表决票上做出了不同表决意见，计入弃权表决票；

3）送达时间按如下原则确定：专人送达的以实际递交时间为准，邮寄的以基金管理人收到的时间为准，

传真的以基金管理人传真接收到的时间为准。

六、决议生效条件

1、本人直接出具书面意见或授权他人代表出具书面意见的，所有出具有效书面意见所代表的本基金持

有人所持有的基金份额不少于权益登记日的本基金基金总份额的50%，则本次通讯方式开会视为有效。

2、《关于华宝宝康债券投资基金修改基金契约及调整赎回费率等的议案》 应当由提交有效表决票的本

基金基金份额持有人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方为有效。

3、本次会议决议通过的事项，将由本基金管理人在自通过之日起5日内报中国证监会备案，本次会议决

定的事项自本次会议表决通过之日起生效。 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七、二次召集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及二次授权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及《华宝宝康系列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契约》的规定，本次

会议本人直接出具书面意见或授权他人代表出具书面意见的， 所有出具有效书面意见所代表的本基金基金

持有人所持有的基金份额不少于权益登记日本基金基金总份额的50%方可举行。如果本次会议不符合前述要

求而不能够成功召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本基金管理人可在规定时间内就同一议案重

新召集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

重新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时，除非授权文件另有载明，本次会议授权期间基金份额持有人作出的各

类授权依然有效，但如果授权方式发生变化或者基金份额持有人重新作出授权，则以最新方式或最新授权为

准，详细说明见届时发布的重新召集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的通知。

八、本次会议相关机构

1、召集人：华宝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联系地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世纪大道100号上海环球金融中心58楼

联系人：李智明

联系电话：010-58260619

网址：www.fsfund.com

2、基金托管人：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办公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闹市口大街1号院1号楼

客户服务电话：95533

公司网址：www.ccb.com

3、公证机关：上海市东方公证处

联系地址：上海市凤阳路660号

联系人： 林奇

联系电话：021－62154848

邮政编码：200041

4、见证律师事务所：上海市通力律师事务所

注册及办公地址：上海市银城中路68号时代金融中心19楼

联系电话：021-31358666

联系人：陈颖华

九、重要提示

1、请基金份额持有人在提交表决票时，充分考虑邮寄在途时间，提前寄出表决票。

2、本次会议有关公告可通过本基金管理人网站查阅，投资者如有任何疑问，可致电本基金管理人客户服

务电话400-700-5588或021-38924558咨询。

3、基金管理人将在发布本公告后2个工作日内连续公布相关提示性公告，就本次会议相关情况做必要说

明，请予以留意。

4、本次会议召开期间，本基金日常申购赎回业务照常进行，投资者可以按照本基金招募说明书的相关规

定办理申购赎回。

5、本公告的有关内容由华宝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负责解释。

华宝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9年1月2日

附件一：《关于华宝宝康债券投资基金修改基金契约及调整赎回费率等的议案》

附件二：《华宝宝康债券投资基金变更方案说明书》

附件三：华宝宝康债券投资基金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表决票

附件四：授权委托书（样本）

附件一:《关于华宝宝康债券投资基金修改基金契约及调整赎回费率等的议案》

华宝宝康债券投资基金基金份额持有人：

鉴于市场需求的变化，为更好地满足投资者需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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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宝宝康系列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契约》（以下简称 “《基金契

约》” ）有关规定，经本基金管理人与基金托管人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协商一致，提议调整华宝宝康债

券投资基金的赎回费率以及对华宝宝康债券投资基金基金契约终止条款进行变更等，并修订《基金契约》。

《基金契约》及赎回费率等的具体修订方案请参见附件二《华宝宝康债券投资基金变更方案说明书》。

上述议案如获得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表决通过， 基金管理人将根据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决议对基金合

同进行修改，本基金的托管协议及招募说明书（更新）也将进行相应的修改或补充。

以上议案，请予审议。

华宝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9年1月2日

附件二：《华宝宝康债券投资基金变更方案说明书》

鉴于市场需求的变化，为更好地满足投资者需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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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宝宝康系列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契约》（以下简称 “《基金契

约》” ）等有关规定，本基金管理人经与基金托管人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协商一致，决定以通讯方式召

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审议《关于华宝宝康债券投资基金修改基金契约及调整赎回费率等的议案》。

本次修改《基金契约》及调整赎回费率等方案应当由提交有效表决票的华宝宝康债券投资基金基金份

额持有人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方为有效， 因此存在无法获得相关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表决通过

的可能。

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的决议，本基金管理人应当自通过之日起5日内报中国证监会备案。 基金份额持有

人大会的决议自表决通过之日起生效，并在生效后方可执行。 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一、主要修订内容

1、《基金契约》的主要修订内容如下：

章节 原文 修订

九、基金的

成立

(三)基金存续期内的基金持有人数

量和资产规模

本系列基金成立后的存续期间内，

某一基金的基金持有人数量连续20个

工作日达不到100人， 或连续20个工作

日该基金资产净值低于人民币5000万

元，基金管理人应当及时向中国证监会

报告，说明出现上述情况的原因并提出

解决方案。 存续期间内，某一基金的基

金持有人数量连续60个工作日达不到

100人， 或连续60个工作日该基金资产

净值低于人民币5000万元，基金管理人

有权利宣布该基金终止，并报中国证监

会备案。 法律法规、规章另有规定的，从

其规定办理。

(三)基金存续期内的基金持有人数量和资产规

模

本系列基金中的宝康消费品证券投资基金和

宝康灵活配置证券投资基金成立后的存续期间内，

某一基金的基金持有人数量连续20个工作日达不

到100人， 或连续20个工作日该基金资产净值低于

人民币5000万元，基金管理人应当及时向中国证监

会报告， 说明出现上述情况的原因并提出解决方

案。 存续期间内，某一基金的基金持有人数量连续

60个工作日达不到100人， 或连续60个工作日该基

金资产净值低于人民币5000万元，基金管理人有权

利宣布该基金终止，并报中国证监会备案。

本系列基金中的宝康债券投资基金的存续期

间内，连续20个工作日出现基金份额持有人数量不

满200人或者基金资产净值低于5000万元情形的，

基金管理人应当在定期报告中予以披露；连续60个

工作日出现前述情形之一的，本基金将依据《基金

合同》第二十四、二十五部分的约定进入基金财产

清算程序并终止，不需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

法律法规、规章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办理。

十、基金的

申购和赎回

（六）申购和赎回的数额和价格

2、赎回金额的计算

赎回金额为赎回总额扣减赎回费

用。 赎回总额保留小数点后两位，小数

点两位以后的部分舍去，舍去部分代表

的资产归基金所有。

赎回总额=赎回份数×T日基金单

位净值

赎回费用=赎回总额×赎回费率

赎回金额=赎回总额-赎回费用

赎回费用由赎回人承担，赎回费用

50%归登记注册机构,50%计入基金资

产，归基金所有,�作为对其他持有人的

补偿。 对持续持有期少于7日的投资者

收取1.5%的赎回费并分别全额计入各

基金基金财产。

4、 基金的申购费率最高不超过申

购金额的3%，赎回费率最高不超过赎回

总额的1%。本系列基金的申购费率和赎

回费率由基金管理人确定并在招募说

明书或公开说明书中列示。

（六）申购和赎回的数额和价格

2、赎回金额的计算

赎回金额为赎回总额扣减赎回费用。 赎回总额

保留小数点后两位， 小数点两位以后的部分舍去，

舍去部分代表的资产归基金所有。

赎回总额=赎回份数×T日基金单位净值

赎回费用=赎回总额×赎回费率

赎回金额=赎回总额-赎回费用

赎回费用由赎回人承担，本系列基金对持续持

有期少于7日的投资者收取1.5%的赎回费并分别全

额计入各基金基金财产。 本系列基金中的宝康消费

品证券投资基金和宝康灵活配置证券投资基金的

赎回费用50%归登记注册机构,50%计入基金资

产，归基金所有,�作为对其他持有人的补偿。 本系

列基金中的宝康债券投资基金的赎回费用归入基

金财产的比例详见招募说明书，未归入基金财产的

部分用于支付登记费和其他必要的手续费。

4、 基金的申购费率最高不超过申购金额的

3%。 本系列基金的申购费率和赎回费率由基金管

理人确定并在招募说明书或公开说明书中列示。

十一、基金

的转换

（四）基金转换费用

基金间转换费率为0.4％，其中25％

计入转出基金的资产,持续持有期少于

7日的各基金份额转换为其他基金份额

的除外。

（四）基金转换费用

除本系列基金中的宝康债券投资基金的基金

份额转出为其他基金份额的情形外，基金间转换费

率为0.4％，其中25％计入转出基金的资产,持续持

有期少于7日的各基金份额转换为其他基金份额的

除外。 本系列基金中的宝康债券投资基金的基金份

额转出为其他基金份额时的转换费率详见招募说

明书或相关公告。

二十三、基

金的信息披

露

17、宝康债券投资基金存续期内，连续40个工作日、

连续50个工作日及连续55个工作日出现基金份额

持有人数量不满200人或者基金资产净值低于5000

万元情形的，基金管理人将对可能触发基金合同终

止情形的发布提示性公告；

二十五、基

金的新增、

合并、终止

及清算

（三）基金的终止和清算

1、基金的终止事由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基金经中国证

监会批准后将终止：

(1)基金存续期间内，基金持有人数

量连续60个工作日达不到100户， 或连

续60个工作日基金资产净值低于人民

币5000万元；

(2)前述系列基金终止事由出现。

基金终止后，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

管人依照《信托法》、《暂行办法》、《试

点办法》、《基金契约》 及其他有关规

定，行使请求给付报酬，从该基金资产

中获得补偿的权利时，可以留置该基金

资产或者对该基金资产的权利归属人

提出请求。

（三）基金的终止和清算

1、基金的终止事由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基金经中国证监会批准后

将终止：

(1)�本系列基金中的宝康消费品证券投资基金

和宝康灵活配置证券投资基金的基金存续期间内，

基金持有人数量连续60个工作日达不到100户，或

连续60个工作日基金资产净值低于人民币5000万

元；

(2)前述系列基金终止事由出现。

基金终止后， 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依照

《信托法》、《暂行办法》、《试点办法》、《基金契

约》及其他有关规定，行使请求给付报酬，从该基金

资产中获得补偿的权利时，可以留置该基金资产或

者对该基金资产的权利归属人提出请求。

本系列基金中的宝康债券投资基金的存续期

间内，连续20个工作日出现基金份额持有人数量不

满200人或者基金资产净值低于5000万元情形的，

基金管理人应当在定期报告中予以披露；连续60个

工作日出现前述情形之一的，本基金将依据《基金

合同》第二十四、二十五部分的约定进入基金财产

清算程序并终止，不需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

2、华宝宝康债券投资基金赎回费率和归入基金财产的比例的调整

原宝康债券投资基金的赎回费率及归入基金财产的比例设置：

持有天数 宝康债券投资基金

7天以下 1.5%

7天（含）-1460天以下 0.3%

1460天以上（含） 0%

赎回费用由赎回人承担，赎回费用50%归登记注册机构,50%计入基金资产，归基金所有,� 作为对其他持

有人的补偿。 对持续持有期少于7日的投资者收取1.5%的赎回费并分别全额计入各基金基金财产。

修改后的宝康债券投资基金的赎回费率及归入基金资产比例的设置：

持有天数 宝康债券投资基金

7天以下 1.5%

7天（含）-30天以下 0.1%

30天以上（含） 0%

赎回费用由赎回基金份额的基金份额持有人承担，在基金份额持有人赎回基金份额时收取。 对持续持有

期少于7日的投资者收取的赎回费，基金管理人将其全额计入基金财产。 对持续持有期长于7日的投资者，应

当将不低于赎回费总额的25%计入基金财产，其余用于支付登记结算费和其他必要的手续费。

赎回费率及归入基金财产的比例的具体修改不体现在基金契约里，在招募说明书（更新）中列示。

3、华宝宝康债券投资基金基金转出为其他基金份额时的转换费率的调整

原宝康债券投资基金转出为其他基金份额时的转换费率：

华宝宝康系列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内基金间转换费率为0.4％，其中25％计入转出基金的财产。持续持有

期少于7日的各基金份额转换为其他基金份额的除外。

宝康债券投资基金与多策略增长基金之间转换：转换费率为0.4%，25％转换费计入转出基金财产，其余

用于注册登记等费用。 持续持有期少于7日的各基金份额转换为其他基金份额的除外。

宝康债券投资基金转换成华宝现金宝货币市场基金，转换费率0.25%，其中转换费的25％计入转出基金

财产，其余用于注册登记等费用，持续持有期少于7日的各基金份额转换为其他基金份额的除外。

修改后的宝康债券投资基金转出为其他基金份额时的转换费率：

宝康债券投资基金转出为其他基金，转换费用由二部分组成：转出基金赎回费和转入基金与转出基金的

申购补差费。

赎回费：对持续持有期少于7日的投资者收取的赎回费，基金管理人将其全额计入基金财产。 对持续持有

期长于7日的投资者，应当将不低于赎回费总额的25%计入基金财产，其余用于支付登记结算费和其他必要的

手续费。

申购补差费：按照转入基金与转出基金的申购费率的差额收取补差费。 转出基金金额所对应的转出基金

申购费率低于转入基金的申购费率的，补差费率为转入基金和转出基金的申购费率差额；转出基金金额所对

应的转出基金申购费率高于转入基金的申购费率的，补差费为零。

转换费用的修改不体现在基金契约里，在招募说明书（更新）中列示。

二、基金管理人就方案相关事项的说明

（一）华宝宝康系列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的成立

华宝宝康系列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经中国证监会证监基金字【2003】62号《关于同意华宝兴业宝康系列

证券投资基金设立的批复》核准，基金管理人为华宝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基金托管人为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 华宝宝康系列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自2003年6月5日至2003年7月11日进行公开募集，募集结束后基

金管理人向中国证监会办理备案手续。 经中国证监会书面确认，《华宝宝康系列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契

约》于2003年7月15日起正式生效。

（二）修改《基金契约》及调整赎回费率等的可行性

1、修改《基金契约》及调整赎回费率等方案不存在法律障碍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第四十七条规定：“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由全体基金份额持有

人组成，行使下列职权：……（二）决定修改基金合同的重要内容或者提前终止基金合同；……” 。 《基金契

约》“五、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中“（一）召开事由”约定，“2、有以下单独事由情形之一时，应召开相应基金

持有人参加的基金持有人大会：（1）决定终止某基金；……（3）基金管理人或基金托管人就仅涉及某基金的

事宜要求召开基金持有人大会；” ，为本次单独召开宝康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审议修改《基金契

约》，并调整赎回费率等提供了法律依据。

2、修改《基金契约》及调整赎回费率等方案不存在技术障碍

华宝宝康债券投资基金变更方案流程简洁，技术简单。 基金管理人与基金托管人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已进行了充分准备，技术可行。 修改《基金契约》及调整赎回费率等方案不存在技术障碍。

三、修改《基金契约》及调整赎回费率等的主要风险及预备措施

1、方案被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否决的风险。 为防范修改《基金契约》及调整赎回费率等方案被基金份额

持有人大会否决的风险，基金管理人将提前向基金份额持有人征询意见。 如有必要，基金管理人将根据基金

份额持有人意见，在履行相关程序后对修改《基金契约》及调整赎回费率等方案进行适当的修订，并重新公

告。 基金管理人可以在必要的情况下，推迟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的召开时间，或更改其他会务安排，并予以公

告。

2、《基金契约》修改及赎回费率等调整后运作过程中的相关运作风险，基金管理人将提前做好充分的内

部沟通及外部沟通，避免基金变更后基金运作过程中出现相关操作风险和管理风险等运作风险。

四、基金管理人联系方式

基金份额持有人若对本方案的内容有任何意见和建议，请通过以下方式联系基金管理人：

华宝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400-700-5588、021-38924558

网站：www.fsfund.com

华宝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9年1月2日

附件三：

华宝宝康债券投资基金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表决票

基金份额持有人基本资料

基金份额持有人姓名或名称：

基金份额持有人身份证件类型及号码：

（个人投资者填写）

基金份额持有人营业执照类型及号码：

（机构投资者填写）

如基金份额持有人委托他人代为投票，请填写

代理人姓名或名称：

代理人身份证件类型及号码：

（如代理人为个人）

代理人营业执照类型及号码：

（如代理人为机构）

审议事项 同意 反对 弃权

《关于华宝宝康债券投资基金修改基金契约

及调整赎回费率等的议案》

基金份额持有人/代理人签字或盖章：

年 月 日

说明：

1、请以打“√” 方式在“同意” 、“反对”或“弃权”栏内注明表决意见。 基金份额持有人必须选择一种

且只能选择一种表决意见。

2、表决意见代表基金份额持有人名下所有账号所持本基金全部份额的表决意见。

3、表决意见效力的认定规则请详细阅读本次大会公告第五项。

4、本表决票可剪报、复印或登录本基金管理人网站（www.fsfund.com）下载并打印，在填写完整并签

字盖章后均为有效。

附件四：

授权委托书

兹委托 先生/女士/� � � � � � � � 机构代表本人/本机构参加投票截止日为2019年1月29日的以通讯

方式召开的华宝宝康债券投资基金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并代为全权行使对所有议案的表决权。 表决意见以

受托人的表决意见为准。 若华宝宝康债券投资基金重新召开审议相同议案的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的，本授权

继续有效。

委托人姓名/名称（签字/盖章）：

委托人证件号码（身份证件号/营业执照号）：

基金账户号：

受托人姓名/名称（签字/盖章）：

受托人证件号码（身份证件号/营业执照号）：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授权委托书填写注意事项：

1、本授权委托书可剪报、复印或按以上格式自制，在填写完整并签字或盖章后均为有效。

2、基金份额持有人可以委托本基金的基金管理人（视为份额持有人已同意表决事项，授权管理人代为投

票）、基金托管人、代销机构以及其他符合法律规定的机构和个人，代为行使本次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上的表

决权。 如基金份额持有人一次授权多个受托人或多次授权的，均为有效的纸面授权。 能够区分先后次序的，以

最后一次授权为准；授权无法区分授权次序，但多次有效的纸面授权意见一致的，以一致的授权表示为准；授

权无法区分授权次序，且授权意见不一致的，视为委托人授权基金管理人选择其中一种授权表示行使表决权。

3、受托人的表决意见代表委托人名下所有账户中持有的本基金所有份额的表决意见。

4、本授权委托书中“委托人证件号码” ，指基金份额持有人认购或申购本基金时的证件号码或该证件号

码的更新。

5、授权委托书中委托人所持基金的份额以持有人大会权益登记日为准。 如本次持有人大会权益登记日，

投资者未持有本基金的基金份额，则其授权无效。

6、如份额持有人既进行委托授权，又直接投票并送达了有效表决票的，则以直接投票为有效的表决票，

委托授权视为无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