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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银慧佳盈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分红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19年1月9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上银慧佳盈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上银慧佳盈债券

基金主代码 005666

基金合同生效日 2018-05-17

基金管理人名称 上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上银慧佳盈债券型证

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 、《上银慧佳盈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招募说明书》

收益分配基准日 2019年1月4日

截止收益分配

基准日的相关

指标

基准日基金份额净值 （单

位：元）

1.0316

基准日基金可供分配利润

（单位：元）

162,038,520.49

本次分红方案（单位：元/10份基金份额） 0.2650

有关年度分红次数的说明 本次分红为年度第1次分红

注： 根据《上银慧佳盈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规定，在符合有关基金分红的前提下，基金

管理人可以根据实际情况进行收益分配。基金收益分配后基金份额净值不能低于面值；即基金收益分配

基准日的基金份额净值减去每单位基金份额收益分配金额后不能低于面值。

2�与分红相关的其他信息

权益登记日 2019年1月10日

除息日 2019年1月10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19年1月14日

分红对象

权益登记日在注册登记机构登记在册的本基金全体基金份

额持有人。

红利再投资相关事项的说明

选择红利再投资的投资者其现金红利转换为基金份额的基金份额净值确定

日：2019年1月10日；选择红利再投资方式的投资者，其红利再投资所转换的

基金份额将于2019年1月11日计入其基金账户，2019年1月14日起可以查询、

赎回。

税收相关事项的说明

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的财税字[2002]128号《关于开放式证券投资基

金有关税收问题的通知》，投资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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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本基金本次分红免收分红手续费。 2、选择红利再投资方式的投资者其红

利所转换的基金份额免收申购费用。

3�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1）根据基金分红法规要求，自2019年1月8日起，本公司已暂停上银慧佳盈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的申购业务。

（2）权益登记日申请申购、定期定额申购、转换转入的基金份额不享有本次分红权益，权益登记日

申请赎回、转换转出的基金份额享有本次分红收益。

（3）本基金收益分配方式分为现金分红与红利再投资。对于未选择具体分红方式的投资者，本基金

默认的分红方式为现金分红。

（4）投资者可以在基金开放日的交易时间内到销售网点修改分红方式。 本次分红确认的方式将按

照投资者在权益登记日之前（不含2019年1月10日）最后一次选择的分红方式为准。 投资者可通过上银

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客户服务中心或本公司官网查询确认分红方式是否正确。如希望修改分红方式，请务

必在2019年1月9日当日交易时间结束前到销售网点办理设置分红方式业务。

（5）本次分红不会改变本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也不会降低本基金的投资风险或提高本基金的投资收益。

（6）因分红导致基金份额净值调整至1元附近，在市场波动等因素的影响下，基金投资仍有可能出

现亏损或基金净值仍有可能低于初始面值。

（7） 本基金份额持有人及希望了解本基金其它有关信息的投资者， 可以登录本基金管理人网站

（www.boscam.com.cn）或拨打客户服务电话（021-60231999）咨询相关事宜。

（8）风险提示：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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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敬

请投资者留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上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一九年一月九日

诺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新增五矿

证券有限公司为旗下诺德短债债券型

证券投资基金代销机构的公告

根据诺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与五矿证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五矿证券” ）

签署的代销协议，自2019年1月9日起，五矿证券将代销本公司旗下诺德短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投资

者可通过五矿证券办理基金账户开户及认购等业务。 具体基金信息如下：

序号 基金代码 基金名称

1 005350 诺德短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上述基金的具体业务规则、费率及相关重要事项等详见本公司发布的上述基金基金合同、招募说明

书及相关业务公告。

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

1、五矿证券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40018-40028

网址：www.wkzq.com.cn

2、诺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400-888-0009

公司网站：www.nuodefund.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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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诺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9年1月9日

诺德深证

300

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

可能发生不定期份额折算的风险提示公告

根据《诺德深证3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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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算的相关约定，当诺德深证300B份额的基金份额参考净值达到0.250元，诺德深证300份额（基础份额，

场内简称：诺德S300，交易代码：165707）、诺德深证300A份额（场内简称：诺德300A，交易代码：

150092）和诺德深证300B份额（场内简称：诺德300B，交易代码：150093）将进行不定期份额折算。

由于近期A�股市场波动较大，截至2019年1月8日，诺德深证300B份额的基金份额参考净值接近基

金合同规定的不定期份额折算条件，因此本基金管理人敬请投资者密切关注诺德深证300B份额近期净

值的波动情况，并警惕可能出现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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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诺德深证300A份额、诺德深证300B份额折算前可能存在折溢价交易情形，不定期份额折

算后，诺德深证300A份额、诺德深证300B份额的折溢价率可能发生较大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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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诺德深证300B份额具有高风险、高预期收益的特征。 不定期份额折算后其杠杆将恢复至初始杠

杆水平。

三、诺德深证300A份额具有低风险、收益相对稳定的特征。 但在不定期份额折算后诺德深证300A

份额持有人的风险收益特征将发生较大变化，由持有单一的较低风险收益特征的诺德深证300A份额变

为同时持有较低风险收益特征的诺德深证300A份额与较高风险收益特征的诺德深证300份额的情况，

因此，诺德深证300A份额持有人预期收益实现的不确定性将会增加。

四、根据合同规定，折算基准日在触发阀值日后才能确定，因此折算基准日诺德深证300B份额的净

值可能与触发折算的阀值0.250元有一定差异。

本基金管理人的其他重要提示：

一、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业务规则，场内份额数将取整计算(最小单位为1份)，舍去部分计入

基金资产，持有极小数量诺德深证300份额、诺德深证300A份额、诺德深证300B份额的持有人存在折算

后份额因为不足1份而被强制归入基金资产的风险。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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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德深证300A份额与诺德深证300B份额的上市交易和诺德深证

3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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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德深证300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基

金合同》 及《诺德深证300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 投资者可致电本公司客户服务电话

400-888-0009，或登录本公司网站www.nuodefund.com了解或咨询详请。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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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诺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9年1月9日

诺德深证

300

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之

诺德深证

300 B

份额风险提示公告

近期，诺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基金管理人” ）旗下诺德深证300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

金之诺德深证300B份额（场内简称：诺德300B，场内代码：150093）于2019年1月7日在二级市场的收盘

价为0.519元，相对于当日0.317元的基金份额参考净值，溢价幅度达到63.72%。截止2019年1月8日，诺德

深证300B份额二级市场的收盘价为0.467元，明显高于基金份额参考净值，投资者如果盲目投资，可能遭

受重大损失。

为此，本基金管理人提示如下：

1、诺德深证300B份额表现为高风险、高收益的特征。由于诺德深证300B份额内含杠杆机制的设计，

诺德深证300B份额参考净值的变动幅度将大于诺德深证300份额 （场内简称： 诺德S300， 场内代码：

165707）净值和诺德深证300A份额（场内简称：诺德300A，场内代码：150092）参考净值的变动幅度，

即诺德深证300B份额的波动性要高于其他两类份额，其承担的风险也较高。 诺德深证300B份额的持有

人会因杠杆倍数的变化而承担不同程度的投资风险。

2、诺德深证300B份额的交易价格，除了有份额参考净值变化的风险外，还会受到市场的系统性风

险、流动性风险等其他风险影响，可能使投资人面临损失。

3、截至本公告披露日，诺德深证300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运作正常。 本基金管理人仍将严格按照

法律法规及基金合同进行投资运作。

4、截至本公告披露日，诺德深证300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无其他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 本

基金管理人仍将严格按照有关规定和要求，及时做好信息披露工作。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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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诺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9年1月9日

华宝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旗下部分

开放式基金增加玄元保险代理有限公司

为代销机构的公告

根据华宝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与玄元保险代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玄元保

险” ）签署的《证券投资基金销售代理协议》，本公司自2019年1月9日起增加玄元保险代理以下基金的

销售业务,�投资者可通过玄元保险办理以下基金的开户、申购、赎回、转换等相关业务。现将有关事项公

告如下：

一、适用投资者范围

通过玄元保险申（认）购其代销本公司旗下的部分基金。 具体以玄元保险公告为准。

二、适用基金

序号 基金代码 基金全称

1 000124 华宝服务优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2 000601 华宝创新优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3 000612 华宝生态中国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4 000678 华宝现金宝货币市场基金E类

5 000753 华宝量化对冲策略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A类

6 000754 华宝量化对冲策略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C类

7 000866 华宝高端制造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8 000867 华宝品质生活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9 000993 华宝稳健回报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0 001088 华宝国策导向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1 001118 华宝事件驱动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2 001324 华宝新价值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3 001534 华宝万物互联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4 001967 华宝转型升级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5 002111 华宝新起点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6 002152 华宝核心优势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7 002634 华宝未来主导产业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8 003154 华宝新活力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9 003876 华宝沪深300指数增强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20 004335 华宝新飞跃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21 005125 华宝标普中国A股红利机会指数证券投资基金(LOF)

22 005445 华宝价值发现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23 005607 华宝中证500指数增强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A类

24 005608 华宝中证500指数增强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C类

25 005728 华宝绿色主题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26 005883 华宝港股通香港精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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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

28 006127 华宝标普香港上市中国中小盘指数证券投资基金(LOF)

29 006300 华宝宝丰高等级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A类

30 006301 华宝宝丰高等级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C类

31 006355 华宝港股通恒生中国(香港上市)25指数证券投资基金(LOF)C类

32 006697 华宝中证银行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C类

33 240001 华宝宝康消费品证券投资基金

34 240002 华宝宝康灵活配置证券投资基金

35 240003 华宝宝康债券投资基金

36 240004 华宝动力组合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37 240005 华宝多策略增长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

38 240006 华宝现金宝货币市场基金A类

39 240007 华宝现金宝货币市场基金B类

40 240008 华宝收益增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41 240009 华宝先进成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42 240010 华宝行业精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43 240011 华宝大盘精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44 240012 华宝增强收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

45 240013 华宝增强收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B类

46 240014 华宝中证100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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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 240017 华宝新兴产业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49 240018 华宝可转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50 240019 华宝中证银行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A类

51 240020 华宝医药生物优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52 240022 华宝资源优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53 241001 华宝海外中国成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三、费率优惠活动内容

自2019年1月9日起，上述基金参与玄元保险申（认）购、转换费率优惠活动（只限前端收费模式），

各基金具体折扣费率及费率优惠活动期限以玄元保险的活动公告为准。优惠前申（认）购费率为固定费

用的，则按原费率执行，不再享有费率折扣。

华宝宝康消费品证券投资基金、华宝宝康灵活配置证券投资基金、华宝宝康债券投资基金、华宝多

策略增长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华宝现金宝货币市场基金相互转换费率为固定费率，无申购补差费，则

按原费率执行，不再享有费率折扣。

如本公司新增通过玄元保险销售的基金，则自该基金在玄元保险开放申（认）购、转换业务之日起，

将同时参与玄元保险上述费率优惠活动，具体折扣费率及费率优惠活动期限以玄元保险活动公告为准，

本公司不再另行公告。

四、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情况

1、玄元保险代理有限公司

公司网址:� www.xyinsure.com/kfit_xybx

客户服务电话:� 021-50701053

2、华宝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司网址：www.fsfund.com

客户服务电话：4007005588、021-389245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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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资者投资本公司旗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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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宝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9年1月9日

华宝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华宝现金

宝货币市场基金

A

类份额新增腾安基金

销售

(

深圳

)

有限公司为代销机构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19年1月9日

根据华宝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与腾安基金销售(深圳)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腾

安基金” ）签署的《证券投资基金销售代理协议》，本公司自2019年1月9日起增加腾安基金为华宝现金

宝货币市场基金A类份额（基金简称：华宝现金宝A，基金代码：240006）的代销机构。 投资者可到腾安

基金办理华宝现金宝货币市场基金A类份额的开户、申购及其他相关业务。 具体业务与服务功能的开通

以腾安基金最新公告为准。

投资者可以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情况：

腾安基金销售（深圳）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95017(拨通后转1转8)

公司网站：www.tenganxinxi.com

投资者也可以通过以下方式联系华宝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进行咨询：

客户服务电话：4007005588、021-38924558

网址：www.fsfund.com

风险提示：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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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者投资基金时应认真阅读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敬请投资者留

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华宝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9年1月9日

东吴沪深

300

指数型证券投资基金

C

类基金份额

继续暂停申购业务的提示性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19年1月9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东吴沪深300指数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东吴300

基金主代码 165806

基金管理人名称 东吴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根据法律法规及《东吴沪深300指数型证券投资基

金基金合同》、《东吴沪深300指数型证券投资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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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16日

暂停申购的原因说明

为保证东吴沪深300指数型证券投资基金的稳定

运作，保护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故继续暂停东吴

沪深300指数型证券投资基金C类基金份额的申购

业务

下属基金的基金简称 东吴300A 东吴300C

下属基金的交易代码 165806 165810

该下属基金是否暂停申

购

否 是

注：东吴沪深300指数型证券投资基金由东吴深证 100�指数增强型证券投资基金（LOF）转型而

来。

2、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1．东吴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已于2018年8月15日发布《关于暂停东吴沪深

300指数型证券投资基金C类基金份额申购业务及C类基金份额净值和份额累计净值计算与披露方法的

说明公告》，根据《东吴沪深300指数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规定：“如发生暂停的时间超过2周，暂

停期间，基金管理人应每2周至少刊登暂停公告1次。 ” ，故发布此提示性公告。

2．在东吴沪深300指数型证券投资基金C类基金份额暂停申购业务期间，本公司将正常办理该基

金的赎回业务。

3．本公告仅对本公司管理的东吴沪深300指数型证券投资基金C类基金份额暂停申购业务有关事

项予以说明。 投资者欲了解本基金的详细情况，可通过本公司网站查阅本基金的相关法律文件。

4．如恢复办理东吴沪深300指数型证券投资基金C类基金份额的申购业务，本公司将另行公告，敬

请投资者注意。

5．本公告涉及上述业务的最终解释权归本公司所有。

本公司承诺依照诚实信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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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资有风险，决策需谨慎。

如有疑问，请拨打本公司客户服务热线：400-821-0588，或登陆本公司网站www.scfund.com.cn

获取相关信息。

特此公告。

东吴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零一九年一月九日

兴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旗下部分

基金新增代销机构以及参加费率优惠

活动的公告

根据兴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与一路财富（北京）基金销售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一路财富” ）签署的基金销售代理协议，自2019年1月10日起，本公司新增一路财富为本公司旗

下部分基金的代销机构，投资者可通过一路财富办理本公司旗下部分基金的开户、认购、申购、赎回等业

务，同时参加一路财富开展的开放式基金费率优惠活动。

现具体公告如下：

一、 代销基金范围

基金名称 基金简称 基金代码

兴业添天盈货币市场基金 兴业添天盈货币A/B

A类：001624

B类：001625

兴业货币市场证券投资基金 兴业货币A/B

A类：000721

B类：000722

兴业鑫天盈货币市场基金 兴业鑫天盈货币A/B

A类：001925

B类：001926

兴业稳天盈货币市场基金 兴业稳天盈货币A/B

A类：002912

B类：005202

兴业安润货币市场基金 兴业安润货币A/B

A类：004216

B类：004217

兴业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兴业定开债券A/C

A类：000546

C类：002507

兴业多策略灵活配置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兴业多策略混合 000963

兴业年年利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兴业年年利定开债券 001019

兴业收益增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兴业收益增强债券A/C

A类：001257

C类：001258

兴业国企改革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兴业国企改革混合 001623

兴业保本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兴业保本混合 002338

兴业聚利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兴业聚利灵活配置混合 001272

兴业聚盈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兴业聚盈灵活配置混合 002494

兴业聚盛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兴业聚盛灵活配置混合A/C

A类：002301

C类：002769

兴业聚宝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兴业聚宝灵活配置混合 002330

兴业聚鑫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兴业聚鑫灵活配置混合 002498

兴业成长动力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兴业成长动力混合 002597

兴业聚全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兴业聚全灵活配置混合 002659

兴业聚源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兴业聚源灵活配置混合 002660

兴业聚丰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兴业聚丰灵活配置混合 002668

兴业启元一年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兴业启元一年定开债券A/C

A类：003309

C类：003310

兴业裕华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兴业裕华债券 003672

兴业量化精选灵活配置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兴业量化混合 005133

兴业裕恒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兴业裕恒债券 003671

兴业中证国有企业改革指数增强型证券投资基金

兴业中证国有企业改革指

数增强

005339

兴业裕丰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兴业裕丰债券 003640

兴业龙腾双益平衡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兴业龙腾双益平衡混合 005706

兴业天融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兴业天融债券 002638

兴业机遇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兴业机遇债券 005717

兴业安保优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兴业安保优选混合 006366

二、费率优惠活动

为答谢广大客户长期以来给予的信任与支持，更好地满足广大投资者的理财需求，经与一路财富协

商一致，本公司决定上述基金产品参加代销机构的费率优惠活动。 自2019年1月10日起，投资者通过一

路财富申（认）购上述基金（仅限前端收费模式），享有申（认）购费率最低为1折的优惠费率，各基金具

体优惠详情以一路财富的公布费率为准。 若享有折扣前的标准申（认）购费率为固定费用的，则按标准

费率执行，不享有费率折扣。 各基金的标准申（认）购费率详见基金《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及相关

最新公告。如本公司新增通过上述代销机构代销的基金产品，则自该基金产品开放申（认）购当日起，将

同时开通该基金上述优惠活动。 费率优惠期限以上述代销机构官方网站所示公告为准。

三、重要提示

1、本公告解释权归本公司所有。若增加新的业务办理机构，本公司将及时公告，敬请投资者留意。投

资者欲了解本公司旗下基金的详细情况，请仔细阅读本公司旗下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及其更新

等相关法律文件。

2、本优惠活动仅适用于处于正常申购期的基金产品的前端收费模式的申购手续费以及处于基金募

集期的基金认购费，不包括基金转换业务等其他业务的手续费。

3、费率优惠活动解释权归上述代销机构所有，有关优惠活动的具体规定如有变化，敬请投资者留意

前述代销机构的有关公告。

4、费率优惠活动期间，业务办理的流程以一路财富的规定为准。

四、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详情

1、一路财富（北京）基金销售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400-001-1566

网站：www.yilucaifu.com

2、兴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400-0095-561

网站：http://www.cib-fun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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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资者购买货币市场基金并不等于将资金作为存款存放在银行或者存款类金融机

构，保本基金并不等于将资金作为存款存放在银行或者存款类金融机构,保本基金在极端情况下仍然存

在本金损失的可能。基金的过往业绩及其净值高低并不预示其未来业绩表现。基金封闭期内采取封闭运

作模式，不办理申购与赎回业务，开放申购与赎回具体时间以公告为准。 投资者投资基金前应认真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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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兴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8年1月9日

兴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旗下部分

基金新增代销机构的公告

根据兴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与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江证

券” ）签署的基金销售代理协议，自2019年1月10日起，本公司新增长江证券为本公司旗下部分基金的

代销机构，投资者可通过长江证券办理本公司旗下部分基金的开户、认购、申购、赎回等业务。

现具体公告如下：

一、 代销基金范围

基金名称 基金简称 基金代码

兴业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兴业定开债券A/C

A类：000546

C类：002507

兴业货币市场证券投资基金 兴业货币A/B

A类：000721

B类：000722

兴业多策略灵活配置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兴业多策略混合 000963

兴业年年利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兴业年年利定开债券 001019

兴业收益增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兴业收益增强债券A/C

A类：001257

C类：001258

兴业国企改革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兴业国企改革混合 001623

兴业保本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兴业保本混合 002338

兴业聚利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兴业聚利灵活配置混合 001272

兴业聚盈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兴业聚盈灵活配置混合 002494

兴业聚盛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兴业聚盛灵活配置混合A/C

A类：002301

C类：002769

兴业聚宝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兴业聚宝灵活配置混合 002330

兴业聚鑫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兴业聚鑫灵活配置混合 002498

兴业成长动力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兴业成长动力混合 002597

兴业聚全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兴业聚全灵活配置混合 002659

兴业聚源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兴业聚源灵活配置混合 002660

兴业聚丰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兴业聚丰灵活配置混合 002668

兴业稳天盈货币市场基金 兴业稳天盈货币A/B

A类：002912

B类：005202

兴业添天盈货币市场基金 兴业添天盈货币A/B

A类：001624

B类：001625

兴业安润货币市场基金 兴业安润货币A/B

A类：004216

B类：004217

兴业鑫天盈货币市场基金 兴业鑫天盈货币A/B

A类：001925

B类：001926

兴业启元一年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兴业启元一年定开债券A/C

A类：003309

C类：003310

兴业裕华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兴业裕华债券 003672

兴业裕丰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兴业裕丰债券 003640

兴业福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兴业福益债券 002524

兴业量化精选灵活配置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

金

兴业量化混合 005133

兴业裕恒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兴业裕恒债券 003671

兴业天禧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兴业天禧债券 002661

兴业龙腾双益平衡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兴业龙腾双益平衡混合 005706

兴业中证国有企业改革指数增强型证券投资基金 兴业中证国有企业改革指数增强 005339

兴业机遇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兴业机遇债券 005717

兴业安保优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兴业安保优选混合 006366

二、重要提示

本公告解释权归本公司所有。若增加新的业务办理机构，本公司将及时公告，敬请投资者留意。投资

者欲了解本公司旗下基金的详细情况，请仔细阅读本公司旗下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及其更新等

相关法律文件。

三、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详情

1、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95579

网站：https://www.95579.com/

2、兴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400-0095-561

网站：http://www.cib-fun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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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者购买货币市场基金并不等于将资金作为存款存放在银行或者存款类金融机构，保

本基金并不等于将资金作为存款存放在银行或者存款类金融机构, 保本基金在极端情况下仍然存在本金

损失的可能，引入保障机制并不必然确保投资者投资本金的安全。基金的过往业绩及其净值高低并不预示

其未来业绩表现。 基金封闭期内采取封闭运作模式，不办理申购与赎回业务，开放申购与赎回具体时间以

公告为准。 投资者投资基金前应认真阅读基金合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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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兴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9年1月9日

银河收益证券投资基金分红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19年1月9日

1.�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银河收益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银河收益债券

基金主代码 151002

基金合同生效日 2003年8月4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银河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证券投资基金法》、《银河银联系列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

同》

收益分配基准日 2018年12月31日

截止收益分配基准日的相关

指标

基准日基金份额净值（单位：人民币元） 1.3866

基准日基金可供分配利润（单位：人民

币元）

87,532,681.46

本次分红方案（单位：元/10份基金份额） 0.1000

有关年度分红次数的说明 2018年度第一次分红

注：本基金每10份基金份额派发现金红利0.1000元。

2.�与分红相关的其他信息

权益登记日 2019年1月11日

除息日 2019年1月11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19年1月14日

分红对象 权益登记日在本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基金全体持有人。

红利再投资相关事项的说明

1、选择红利再投资的投资者，其现金红利将按2019年1月14日的基金份额净值实施转

换。

2、 选择红利再投资方式的投资者所转换的基金份额将于2019年1月15日直接计

入其基金账户，2019年1月16日起可以查询、赎回。

3、 选择现金分红方式的投资者的红利款将于2019年1月14日自基金托管账户划

出。

税收相关事项的说明

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的财税字[2002]128号《关于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有关税

收问题的通知》，基金向投资者分配的基金收益，暂免征收所得税。

费用相关事项的说明

1、本基金本次分红免收分红手续费。

2、选择红利再投资方式的投资者，其红利所转换的基金份额免收申购费用。

3.�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1）银河银联系列证券投资基金包括银河稳健证券投资基金和银河收益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于

2003年8月4日生效。 银河收益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151002，简称“本基金” ）分别于2004年4月28

日，2005年10月13日，2006年5月11日, � 2006年8月23日，2007年3月27日，2008年10月9日、2009年11

月10日、2010年12月13日、2011年12月22日、2012年11月8日、2013年12月17日、2014年9月18日、2015

年2月2日和2018年1月29日实施了十四次分红，每10份基金份额已派发红利共计16.00元，本次为本基

金第十五次分红。

2）权益登记日以后（含权益登记日）申购的基金份额不享有本次分红，而权益登记日申请赎回的

基金份额享有本次分红。

3）基金份额持有人可以在每个基金开放日的交易时间内到基金销售网点选择或更改分红方式，最

终分红方式以权益登记日之前的最后一次修改为准， 在权益登记日及权益登记日之后的修改对此次分

红无效。 对于未在权益登记日之前选择具体分红方式的投资者，基金默认的分红方式为现金分红。

4）请投资者到销售网点或通过本公司客户服务中心确认分红方式，若希望更改分红方式的，请于

2019年1月11日（不含1月11日）前到基金销售网点办理变更手续。

5）代销机构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国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国

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东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东亚银行（中国）有限公

司、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申银万国证

券股份有限公司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广州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海通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湘财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长城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华泰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金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德邦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中航证券有限公司、华龙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华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东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齐

鲁证券有限公司、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宏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天相投资顾问有限公司、国信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江海证券有限公司、华宝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信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华福证券有限责任

公司、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财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方正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信证券（山东）有限

责任公司、国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信证券（浙江）有限责任公司、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华鑫证券

有限责任公司、南京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天天基金销售有限公司、上海好买基金销售有限公司、蚂蚁

（杭州）基金销售有限公司、深圳众禄基金销售有限公司、上海长量基金销售投资顾问有限公司、和讯信

息科技有限公司、深圳市新兰德证券投资咨询有限公司、北京展恒基金销售有限公司、众升财富（北京）

基金销售有限公司、浙江同花顺基金销售有限公司、北京增财基金销售有限公司、一路财富（北京）信息

科技有限公司、北京钱景财富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上海利得基金销售有限公司、日发资产管理（上海）有

限公司、上海汇付金融服务有限公司、上海联泰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武汉市伯嘉基金销售有限公司、泛华

普益基金销售有限公司、上海陆金所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浙江金观诚财富管理有限公司、北京汇成基金

销售有限公司、奕丰金融服务（深圳）有限公司、厦门市鑫鼎盛控股有限公司、北京唐鼎耀华投资咨询有

限公司、北京懒猫金融信息服务有限公司、诺亚正行（上海）基金销售投资顾问有限公司、济安财富（北

京）资本管理有限公司、深圳富济财富管理有限公司、海银基金销售有限公司、珠海盈米财富管理有限公

司、上海凯石财富基金销售有限公司、大泰金石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北京乐融多源投资咨询有限公司、中

证金牛（北京）投资咨询有限公司、北京恒天明泽基金销售有限公司、杭州科地瑞富基金销售公司、北京

广源达信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北京肯特瑞财富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上海挖财金融信息服务有限公司、凤

凰金信（银川）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上海华夏财富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中民财富管理（上海）有限公司、

北京格上富信投资顾问有限公司、北京蛋卷基金销售有限公司、上海万得基金销售有限公司、深圳前海

凯恩斯基金销售有限公司、北京君德汇富投资咨询有限公司、深圳前海微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津国

美基金销售有限公司、金惠家保险代理有限公司、中国国际期货有限公司、北京微动利投资管理有限公

司、尚智逢源(北京)基金销售有限公司、上海基煜基金销售有限公司、泰诚财富基金销售（大连）有限公

司、民商基金销售（上海）有限公司。

6）其它告知事项

因分红导致的基金净值变化，不会改变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也不会降低基金投资风险或提高基金

投资收益。

7）咨询办法：

银河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站：www.galaxyasset.com

�银河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客服热线：400-820-0860

银河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9年1月9日

银河银信添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分红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19年1月9日

1.�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银河银信添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银河银信添利债券

基金主代码 519666

基金合同生效日 2007年3月14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银河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证券投资基金法》、《银河银信添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

《银河银信添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

收益分配基准日 2018年12月31日

有关年度分红次数的说明 2018年度第四次分红

下属分级基金的基金简称 银河银信添利债券A 银河银信添利债券B

下属分级基金的交易代码 519667 519666

截止基准日下属分级基金的相关指标

基准日下属分级基金份额净值（单位：人

民币元）

1.0664 1.0641

基准日下属分级基金可供分配利润 （单

位：人民币元）

1,397,219.36 1,474,103.21

截止基准日按照基金合同约定的分红比

例计算的应分配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698,609.68 737,051.61

本次下属分级基金分红方案（单位：元/10份基金份额） 0.1320 0.1200

注：根据本基金合同约定，在满足法律、法规规定的基金分红条件且每份基金份额可供分配收益超

过0.001元的前提下，本基金每季度至少分配一次，每次基金收益分配比例不低于可供分配收益的50%；

由于不同基金份额类别对应的可分配收益不同，基金管理人可以相应制定不同的收益分配方案。

2.� �与分红相关的其他信息

权益登记日 2019年1月11日

除息日 2019年1月11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19年1月15日

分红对象

权益登记日在本基金注册登记机构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基

金全体持有人。

红利再投资相关事项的说明

1.选择红利再投资的投资者，其现金红利将按2019年1月11日除息后的基金份额净值

实施转换。

2. 选择现金分红方式的投资者的红利款将于2019年1月15日由注册登记人划往

各销售机构。

3. 选择红利再投资方式的投资者所转换的基金份额将于2019年1月14日直接计

入其基金账户，2019年1月15日起可以查询、赎回。

税收相关事项的说明

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的财税字[2002]128号《关于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有关税

收问题的通知》，基金向投资者分配的基金收益，暂免征收所得税。

费用相关事项的说明

1.本基金本次分红免收分红手续费。

2.选择红利再投资方式的投资者，其红利所转换的基金份额免收申购费用。

3.� �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1） 银河银信添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本基金” ）自2008�年5月23日起分为A、B两

类份额。 分级前，本基金已于2007年8月20日、2007年11月26日、2008年3月26日实施了三次分红，派发

现金累计金额为0.58元。 分级后，本基金A类（代码：519667）、B类（代码：519666）于2008年6月23日、

2008年9月22日、2008年12月23日、2009年3月24日、2009年6月8日、2009年7月27日、2009年11月3日、

2010年1月26日、2010年4月22日、2010年10月28日、2011年1月17日、2011年4月20日、2012年10月23

日、2012年10月18日、2013年1月17日、2013年10月23日、2013年7月12日、2013年10月18日、2015年1

月19日、2015年4月20日、2015年10月23日、2015年10月21日、2016年1月19日、2016年4月18日、2016

年7月15日、2016年10月20日、2017年1月18日、2017年4月14日、2017年10月19日、2017年10月23日、

2018年1月18日、2018年4月13日、2018年7月13日、2018年10月19日实施了三十四次分红， 本基金A类

（代码：519667）每10份基金份额已派发现金累计金额为5.84元，本基金B类（代码：519666）每10份基

金份额已派发现金累计金额为5.973元。 本次为2018年度第四次分红。

2） 权益登记日以后（含权益登记日）申购的基金份额不享有本次分红，而权益登记日申请赎回的

基金份额享有本次分红。

3） 基金份额持有人可以在每个基金开放日的交易时间内到基金销售网点选择或更改分红方式，

最终分红方式以权益登记日之前的最后一次修改为准， 在权益登记日及权益登记日之后的修改对此次

分红无效。 对于未在权益登记日之前选择具体分红方式的投资者，基金默认的分红方式为现金分红。

4） 请投资者到销售网点或通过本公司客户服务中心确认分红方式，若希望更改分红方式的，请于

2019年1月11日前（不含1月11日）到基金销售网点办理变更手续。

5）代销机构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农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华夏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东莞农村商业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厦门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金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德邦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湘财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国联证券有限责任

公司、中航证券有限公司、华龙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华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东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

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天相投资顾问有限公司、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江海证

券有限公司、华宝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信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华福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中国国际金融股

份有限公司、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财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广州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中山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方正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国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信证券（山东）有限责任公司、东北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国中投证券有限责任公司、申万宏源西部证券有限公司、上海证券有

限责任公司、中信期货有限公司、第一创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华西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中国民族证券有限责任公司、申万宏源证券有限公司、华鑫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南京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上海天天基金销售有限公司、上海好买基金销售有限公司、蚂蚁（杭州）基金销售有限公司、深

圳众禄基金销售有限公司、上海长量基金销售投资顾问有限公司、和讯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深圳市新兰

德证券投资咨询有限公司、北京展恒基金销售有限公司、众升财富（北京）基金销售有限公司、浙江同花

顺基金销售有限公司、北京增财基金销售有限公司、一路财富（北京）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北京钱景财富

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上海利得基金销售有限公司、日发资产管理（上海）有限公司、上海汇付金融服务有

限公司、上海联泰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武汉市伯嘉基金销售有限公司、泛华普益基金销售有限公司、上海

陆金所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浙江金观诚财富管理有限公司、北京汇成基金销售有限公司、奕丰金融服务

（深圳）有限公司、厦门市鑫鼎盛控股有限公司、北京唐鼎耀华投资咨询有限公司、北京懒猫金融信息服

务有限公司、诺亚正行（上海）基金销售投资顾问有限公司、济安财富（北京）资本管理有限公司、深圳

富济财富管理有限公司、海银基金销售有限公司、珠海盈米财富管理有限公司、上海凯石财富基金销售

有限公司、大泰金石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北京乐融多源投资咨询有限公司、中证金牛（北京）投资咨询有

限公司、北京恒天明泽基金销售有限公司、杭州科地瑞富基金销售公司、北京广源达信投资管理有限公

司、北京肯特瑞财富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上海挖财金融信息服务有限公司、凤凰金信（银川）投资管理有

限公司、上海华夏财富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中民财富管理（上海）有限公司、北京格上富信投资顾问有限

公司、北京蛋卷基金销售有限公司、上海万得基金销售有限公司、上海基煜基金销售有限公司、金惠家保

险代理有限公司、民商基金销售（上海）有限公司、泰诚财富基金销售（大连）有限公司的代销网点，以

及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基金销售系统办理相关业务的上证所会员单位。

6）其它告知事项

因分红导致的基金净值变化，不会改变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也不会降低基金投资风险或提高基金

投资收益。

7）咨询办法：

银河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站：www.galaxyasset.com

�银河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客服热线：400-820-0860

银河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9年1月9日

银河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旗下部分

基金参加腾安基金销售（深圳）有限公司

费率优惠活动的公告

根据银河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银河基金” ）与腾安基金销售（深圳）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腾安基金” ）签署的代理销售协议，自2019年1月9日起参加腾安基金开展的开放式基金申购和定投费

率优惠活动。

一、适用投资者范围

通过腾安基金的基金销售系统申购或定投开放式基金的投资者。

二、适用基金

银河稳健证券投资基金（简称：银河稳健混合，基金代码：151001）

银河领先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简称：银河领先债券 ，基金代码：519669）

三、适用业务范围

基金申购、定期定额

四、基金申购和定投费率优惠

1、本次优惠活动自2019年1月9日起，具体活动截止时间以最新公告信息为准。

2、定期定额每期申购金额不低于人民币100元（含100元）。

3、投资者通过腾安基金的基金销售系统申购或定投上述基金，可享前端申购费不低于1折优惠，具

体折扣费率以腾安基金的公告为准，本公司不再另行公告。 各基金的原申购费率，参见各基金的基金合

同、更新的招募说明书及本公司发布的最新相关公告。

五、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了解或咨询相关情况

1、腾安基金销售（深圳）有限公司

全国统一客服电话：95017-1-6

公司网站：www.tenganxinxi.com

2、银河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全国统一客服电话：4008-200-860

公司网站：www.galaxyasset.com

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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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银河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9年1月9日

富兰克林国海岁岁恒丰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分红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19年1月9日

1.�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富兰克林国海岁岁恒丰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

资基金（以下简称“本基金” ）

基金简称 国富恒丰定期债券

基金主代码 000351

基金合同生效日 2013年11月20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国海富兰克林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富兰克

林国海岁岁恒丰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合同》、《富兰克林国海岁岁恒丰定期开放

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

收益分配基准日 2018年 12月 31日

截止收益分配基准日的

相关指标

基准日基金份额净值（单位：人

民币元）

1.042

基准日基金可供分配利润 （单

位：人民币元）

7,950,931.13

截止基准日按照基金合同约定

的分红比例计算的应分配金额

（单位：人民币元）

3,975,465.57

有关年度分红次数的说明 本次分红为本基金2019年度第一次分红

下属分级基金的基金简称 国富恒丰定期债券 A 国富恒丰定期债券C

下属分级基金的交易代码 000351 000352

截止基准日下属分级基金的

相关指标

基准日下属分级基金份额

净值（单位：人民币元）

1.042 1.040

基准日下属分级基金可供

分配利润 （单位： 人民币

元）

7,372,835.01 578,096.12

本次下属分级基金分红方案（单位：元/10份基金份额） 0.208 0.199

注：（1）根据基金合同规定，在符合有关基金分红条件的前提下，本基金每季度末同一类别的每份

基金份额可分配利润超过0.001元时，至少分配1次。每年收益分配次数至多4次，每次收益分配比例不得

低于该次可供分配利润的50%，若《基金合同》生效不满3个月可不进行收益分配。

（2） 因大额申购赎回等客观原因导致截至基准日按照基金合同约定的分红比例计算的应分配金

额或每10份基金份额所分配金额等与本次分红相关事项不符的， 本基金管理人可及时公告调整本次分

红相关事项。

（3）本次分红方案可根据权益登记日前本基金的可分配收益及基金合同的约定进行调整。 分红金

额如有变化，本公司将在红利发放日公布分红金额调整公告，最终收益分配方案则以该公告为准，以确

保本次分红行为符合相关法规及本基金基金合同的要求。

2.� �与分红相关的其他信息

权益登记日 2019年1月11日

除息日 2019年1月11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19年1月14日

分红对象 权益登记日登记在册的本基金所有基金份额持有人

红利再投资相关事项的说明

1.选择红利再投资的投资者,其现金红利将按2019年1月11日的基金份额净

值 (NAV)�转换为基金份额。

2.选择红利再投资方式的投资者其红利所转换的基金份额将于2019年1

月14日直接计入其基金账户,2019年1月15日起可以查询、赎回。

税收相关事项的说明

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财税字〖2002〗128号《关于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

有关税收问题的通知》,基金向投资者分配的基金收益,暂免征收个人所得

税和企业所得税。

费用相关事项的说明

1.本次分红免收分红手续费和红利再投资费用。

2. 选择红利再投资方式的投资者其红利所转换的基金份额免收申购费

用。

注：（1） 权益登记日当天有效申购和转换转入的基金份额不享有红利分配权,权益登记日当天有

效赎回和转换转出的基金份额享有红利分配权。

（2） 选择现金分红方式的投资者的现金红利款将于2019年1月14日自基金托管账户划出。

（3） 权益登记日当天基金账户或基金份额处于冻结状态的，以及基金份额在途的（例如已办理

转托管转出，但尚未办理转托管转入的），其基金份额相应的收益分配方式根据《国海富兰克林基金管

理有限公司开放式基金业务管理规则》的相关规定执行。

3.� �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1、本基金的收益分配方式分为现金红利和红利再投资方式。 对于未选择本基金具体分红方式的投

资者,本基金默认的分红方式为现金红利方式。

2、基金份额持有人可以在每个基金开放日的交易时间内到基金销售网点，通过提交设置分红方式

交易申请的形式，选择或更改分红方式，最终分红方式以权益登记日之前（不含权益登记日当日）的最

后一次修改为准,在此之后的修改对本次分红无效。请投资者到各销售网点或拨打国海富兰克林基金管

理有限公司客户服务热线确认分红方式是否正确，如不正确或希望修改分红方式的，请务必在上述规定

时间前到销售网点办理变更手续。

3、选择红利再投资方式的投资者赎回其红利所转换的基金份额时，以红利发放日作为起始日计算其相应的

赎回费用。 上述投资者在办理上述基金份额的基金转换业务时，转换费用的计算与赎回费用计算规则相同。

4、咨询办法：

（1）国海富兰克林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站：http://www.ftsfund.com

（2）国海富兰克林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客户服务热线：4007004518、95105680或021-38789555

（3）本基金各代销机构网点。

5、风险提示：

本次分红不会改变本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 也不会降低本基金的投资风险或提高本基金的投资收

益。 因分红导致基金份额净值调整至面值附近，在市场波动等因素的影响下，基金投资仍有可能出现亏

损或基金份额净值仍有可能低于面值。

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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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基金的基金合同、更新招募说明书，了解该基金

更多的详细数据，包括可能存在本金损失等风险因素。 敬请投资者留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国海富兰克林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9年1月9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