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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增加

长盛安鑫中短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代销机构的公告

一、根据长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与以下证券公司签署的证券投资基金销售代理协议，自2019年1月21日起，以下证

券公司将代理长盛安鑫中短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以下简称 “本基金” ，A类基金代码为006902，C类基金代码为

006903）的销售业务。

二、自2019年1月21日起，投资者可在以下证券公司各指定网点进行本基金的开户、认购及其他业务。

三、投资者可通过以下证券公司及长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的客服热线或网站咨询：

1、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400-800-1001

公司网址：www.essence.com.cn

2、渤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400-651-5988

公司网址：www.bhzq.com

3、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95579或4008-888-999

公司网址：www.95579.com

4、第一创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400-888-1888

公司网址：www.fcsc.com

5、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95360

公司网址：www.nesc.cn

6、东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95531或400-8888-588

公司网址：www.longone.com.cn

7、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400-888-8993

公司网址：www.dxzq.net

8、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400-888-8788

公司网址：www.ebscn.com

9、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95575或致电各地营业网点

公司网址：www.gf.com.cn

10、广州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020-961303

公司网址：www.gzs.com.cn

11、国都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400-818-8118

公司网址：www.guodu.com

12、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95310

公司网址：www.gjzq.com.cn

13、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95521

公司网址：www.gtja.com

14、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95536

公司网址：www.guosen.com.cn

15、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安徽地区：96888或全国：400-8888-777

公司网址：www.gyzq.com.cn

16、华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96518� (安徽)或400-8096-518�（全国）

公司网址：www.hazq.com

17、华福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96326（福建省外请先拨0591）

公司网址：www.hfzq.com.cn

18、华龙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400-6898-888或0931-95368

公司网址：www.hlzqgs.com

19、华融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010-58568118

公司网址：www.hrsec.com.cn

20、华鑫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021-32109999或029-68918888或400-1099-918

公司网址：www.cfsc.com.cn

21、联讯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95564

公司网址：www.lxsec.com.cn

22、平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95511-8

公司网址：www.pingan.com

23、上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400-891-8918

公司网址：www.shzq.com

24、申万宏源西部证券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400-800-0562

公司网址：www.hysec.com

25、申万宏源证券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400-889-5523

公司网址：www.swhysc.com

26、首创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400-620-0620

公司网址：www.sczq.com.cn

27、西部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95582

公司网址：www.westsecu.com

28、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400-809-6096

公司网址：www.swsc.com.cn

29、湘财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95351

公司网址：www.xcsc.com

30、信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95321

公司网址：www.cindasc.com

31、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95565或400-8888-111或（0755）26951111

公司网址：www.newone.com.cn

32、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400-910-1166

公司网址：www.cicc.com.cn

33、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4008-888-888或95551

公司网址：www.chinastock.com.cn

34、中山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95329

公司网址：www.zszq.com

35、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95538

公司网址：www.zts.com.cn

36、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400-888-8108

公司网址：www.csc108.com

37、中信期货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400-990-8826

公司网址：www.citicsf.com

38、中信证券（山东）有限责任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95548

公司网址：www.zxwt.com.cn

39、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95548

公司网址：www.cs.ecitic.com

40、长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400-888-2666

公司网址：www.csfund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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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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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时应认真阅读相关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文件。 敬请投资者留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长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9年1月21日

长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增加

长盛安鑫中短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代销机构的公告

一、根据长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与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交通银行）签署的证券投资基金销售代理协

议，自2019年1月21日起，交通银行将代理长盛安鑫中短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本基金” ，基金代码A类

006902，C类006903）的销售业务。

二、自2019年1月21日起，投资者可在交通银行的各指定网点进行本基金的开户、认购及其他业务。

三、投资者可通过交通银行及长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的客服热线或网站咨询：

1、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95559

公司网址：www.bankcomm.com

2、长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400-888-2666

公司网址：www.csfund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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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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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时应认真阅读相关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文件。 敬请投资者留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长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9年1月21日

长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增加

长盛安鑫中短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代销机构的公告

一、根据长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与包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包商银行）签署的证券投资基金销售代理协

议，自2019年1月21日起，包商银行将代理长盛安鑫中短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本基金” ，A类基金份额代

码：006902� ，C类基金份额代码：006903）的销售业务。

二、自2019年1月21日起，投资者可在包商银行的各指定网点进行本基金的开户、认购及其他业务。

三、投资者可通过包商银行及长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的客服热线或网站咨询：

1、包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95352

公司网址：www.bsb.com.cn

2、长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400-888-2666

公司网址：www.csfund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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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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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时应认真阅读相关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文件。 敬请投资者留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长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9年1月21日

长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旗下部分

开放式基金参加国元证券认购费率优

惠活动的公告

为答谢广大客户长期以来给予的信任与支持，经长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与国元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元证券” ）协商一致，决定自2019年1月21日起，本公司旗下部分开放式基金参加国元证券认

购费率优惠活动。 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 适用基金范围

序号 基金名称 基金代码

1 长盛安鑫中短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A 006902

二、优惠活动期间

自2019年1月21日起，优惠活动截止日以国元证券通知为准，届时本公司不再另行公告。

三、优惠活动内容

自2019年1月21日起，投资者通过国元证券网上交易、柜台委托和手机证券系统认购上述开放式基金（场外前端

收费模式）,�其认购费率享有1折优惠；原认购费率适用固定费用的，则按原费率执行，不再享有费率折扣优惠。以上费

率优惠政策如有变更，请以国元证券公告为准。

四、重要提示

1、本优惠活动仅适用于处于正常认购期的基金产品的前端收费模式的认购手续费，不包括各基金的后端收费模

式的认购手续费。

2、投资者在国元证券办理上述基金投资事务，具体办理规则及程序请遵循国元证券的规定。

3、投资者欲了解上述基金产品的详细情况，请仔细阅读各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法律文件及相关

业务公告。

4、费率优惠解释权归国元证券所有，有关费率优惠的具体规定如有变化，敬请投资者留意国元证券的有关公告。

五、咨询方式：

1、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热线：95578/4008888777

网址：www.gyzq.com.cn

2、长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热线：400-888-2666

网址：www.csfund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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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金的过往业绩及其净值高低并不预示其未来业绩表现。 本公司提醒投资人在做出投资决策后，基金运营状况

与基金净值变化引致的投资风险，由投资人自行负担。 基金定期定额投资并不等于零存整取等储蓄方式，不能规避基

金投资所固有的风险，也不能保证投资人获得收益。 投资者投资于本公司基金时应认真阅读相关基金合同、招募说明

书等文件。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长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9年1月21日

证券代码：

603220

证券简称：贝通信 公告编号：

2019-009

武汉贝斯特通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项目中标的提示性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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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项目各省已陆续开标公示、公示期已满，公司尚未收到中标通知书，能否最终签订合同尚存在一

定的不确定性。

●本项目总金额以正式签署的合同为准，可能存在最后金额总量不及预估的情形。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

意投资风险。

武汉贝斯特通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参与了“中国移动2019年至2020年传输管线

工程施工服务集中采购项目” 投标。 中国移动采购与招标网（http://b2b.10086.cn/b2b/main/preIndex.

html）于近日发布了相关项目的中标候选人公示公告，公司为其中14个省52个标段的中标候选人，具体情

况如下：

一、项目基本情况

项目内容：中国移动2019年到2020年传输管线工程施工服务需求，包括省（市）内骨干传送网管线工

程和城域传送网管线工程的新建、改建、扩建、拆除等工程施工服务。 具体如下：

范围 定义

省（市）内骨干传送网

管线工程

省（市）内骨干传送网管道、光缆线路施工（不含总部主管的一干工程）。

城域传送网线路工程

城域传送网核心层、汇聚层、接入层传输光缆线路工程施工，主要包括直埋、架空、管道等方式敷

设的光缆， 以及光缆交接箱、 光缆接头盒等线路配套产品的施工 （不含驻地网和集客专线业

务）。

城域传送网管道工程 城域传送网核心层、汇聚层、接入层传输管道工程施工（不含小区管道）。

时间范围：自合同签订之日起至2020年12月31日为止。

公司中标标段基本情况：

序号 中标 省份 中标标段与区域

标段总金额

（万元）

中标 比例

中标金额

（万元）

1

1.北京

标段2：城一 6,029.44 28.00% 1,688.24

2 标段9：房山 3,492.00 40.00% 1,396.80

3

2、辽宁

标段1：沈阳 36,720.00 17.00% 6,242.40

4 标段2：大连 22,275.00 8.50% 1,893.38

5 标段4：抚顺 5,494.50 16.00% 879.12

6 标段5：本溪 3,793.50 16.00% 606.96

7 标段10：辽阳 6,385.91 11.00% 702.45

8 标段12：朝阳 7,952.18 16.00% 1,272.35

9 3、浙江 标段1：浙江 287,973.00 0.94% 2,706.95

10

4、河北

标段1：沧州 7,847.00 45.00% 3,531.15

11 标段7：廊坊 25,547.00 43.00% 10,985.21

12 标段8：石家庄 19,839.00 23.00% 4,562.97

13

5、甘肃

标段1：平凉、庆阳、 定西、临夏 31,860.00 25.29% 8,057.39

14 标段2：兰州、天水、 白银 26,415.00 37.08% 9,794.68

15

6、海南

标段6：陵水、保亭 3,529.06 33.00% 1,164.59

16 标段9：白沙、昌江 1,703.68 33.00% 562.21

17 标段10：儋州 1,419.74 33.00% 468.51

18

7、江苏

标段11：淮安 11,055.17 33.00% 3,648.21

19 标段12：连云港 10,587.01 29.00% 3,070.23

20

8、内蒙古

标段8：包头（线路） 5,000.00 28.00% 1,400.00

21 标段9：巴彦淖尔（线路） 4,500.00 18.00% 810.00

22 标段10：阿拉善、乌海（线路） 4,033.00 35.00% 1,411.55

23 标段11：乌兰察布 （线路） 3,200.00 23.00% 736.00

24 标段1：赤峰（管道） 4,495.00 26.00% 1,168.70

25 标段7：乌兰察布（管道） 3,000.00 40.00% 1,200.00

26 标段9：包头（管道） 2,212.00 45.00% 995.40

27 标段11：锡林郭勒 （管道） 1,300.00 37.00% 481.00

28

9、湖北

标段1：全省（二干） 5,000.00 100.00% 5,000.00

29 标段2：武汉（线路） 22,500.00 18.00% 4,050.00

30 标段4：孝感（线路） 7,100.00 31.00% 2,201.00

31 标段5：咸宁（线路） 6,200.00 36.00% 2,232.00

32 标段6：黄石、鄂州 （线路） 6,500.00 45.00% 2,925.00

33 标段8：宜昌（线路） 12,000.00 35.00% 4,200.00

34 标段9：荆州（线路） 6,200.00 32.00% 1,984.00

35

标段10：江汉（仙桃、天门、潜江）

线路

4,700.00 40.00% 1,880.00

36 标段11：襄阳（线路） 9,000.00 35.00% 3,150.00

37 标段17：黄石（管道） 2,666.00 25.00% 666.50

38 标段19：荆州（管道） 1,200.00 35.00% 420.00

39 标段21：武汉（管道） 12,000.00 22.00% 2,640.00

40 标段22：襄阳（管道） 2,400.00 33.00% 792.00

41 标段23：咸宁（管道） 750.00 56.00% 420.00

42 标段25：荆门（管道） 499.50 35.00% 174.83

43 标段27：孝感（管道） 999.00 35.00% 349.65

44 标段29：宜昌（管道） 1,666.00 47.00% 783.02

45

10、新疆

标段1：和田 4,485.00 33.00% 1,480.05

46 标段8：乌鲁木齐 8,440.50 18.00% 1,519.29

47 11、上海 标段3：北区、宝山、 崇明 30,448.40 10.00% 3,044.84

48

12、云南

标段1：丽江、迪庆 3,130.62 5.00% 156.53

49 标段3：文山 28,480.21 5.00% 1,424.01

50

标段8：怒江全州、保山全市、大理

全州

36,423.41 7.00% 2,549.64

51 13、广东 标段18：深圳、佛山、惠州部分区域 15,576.69 100.00% 15,576.69

52 14、陕西 标段1：西安 35,473.64 5.33% 1,890.74

合计 132,946.24

二、中标候选人公示内容

本次中标候选人公示媒体是中国移动采购与招标网，招标人分别为：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北京有限公司/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中国移动通信集团辽宁有限公司、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浙江有限公

司、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河北有限公司/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有限公司河北分公司、中国移动通信集团甘肃有限

公司、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海南有限公司/国信招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江苏有限公司/中

国移动通信集团有限公司江苏分公司、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内蒙古有限公司/内蒙古华诺招标代理有限责任

公司、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湖北有限公司、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新疆有限公司、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有限公司新

疆分公司/中捷通信有限公司、中国移动通信集团上海有限公司、中国移动通信集团云南有限公司/广东省

电信规划设计院有限公司、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广东有限公司/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有限公司广东分公司、中国

移动通信集团陕西有限公司、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有限公司陕西分公司/公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详细内容请查看中国移动采购与招标网，网址为： https://b2b.10086.cn/b2b/main/preIndex.html。

三、对公司业绩的影响

本项目中标后，其合同的履行将对公司业务稳定发展产生积极作用，对公司2019年-2020年经营业绩

有积极影响，且不影响公司经营的独立性。

四、风险提示

（一）本项目各省已陆续开标公示、公示期已满，公司尚未收到中标通知书，能否最终签订合同尚存在

一定的不确定性。

（二）本项目总金额以正式签署的合同为准，可能存在最后金额总量不及预

估的情形。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武汉贝斯特通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1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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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伟明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外投资并签署莲花县固废综合处理项目

特许经营协议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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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内容提示：

●投资标的名称：江西省莲花县固废综合处理项目（以下简称“莲花项目” 或“本项目” ），出资新设莲

花县伟明环保能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项目公司” ）。

●协议名称：《莲花县固废综合处理项目特许经营协议》（以下简称“特许协议” ）。

●协议对应项目规模及投资金额：本项目独占性的处理莲花县行政区划范围内生活垃圾、农林垃圾、

餐余垃圾、市政污泥、一般工业垃圾以及国家允许进入生活垃圾焚烧厂处理的其他垃圾，总处理规模初定

为500吨/日。 总投资约为人民币22,000万元人民币，浙江伟明环保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以自

有资金不超过10,000万元投资于本项目。

●对上市公司当期业绩的影响：本项目实施对公司2019年度经营业绩不会产生重大影响，但项目的实

施对公司未来业务发展及经营业绩提升产生积极影响。

●特别风险提示：本项目前期筹建和建设期间，受制于多方面的不确定性因素，存在项目审批和建设

延误，不能按计划进度实施项目的风险；项目运营期间存在垃圾供应量不足、垃圾处置费和发电收入不能

及时收取以及国家产业、税收政策变化的风险。

一、对外投资和签署特许经营协议概述

公司于2019年1月17日上午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经董事认真审议，以7票同意、0票反对、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关于投资江西省莲花县固废综合处理项目的议案》，同意批准公司投资、建

设、运营莲花县固废综合处理项目，并在项目所在地设立项目公司，项目公司的注册资本不超过6,000万

元；批准以自有资金不超过10,000万元投资于本项目；同意授权管理层根据本项目建设进度在出资额度内

分期出资，自有资金投入与投资总额差额部分通过项目公司向商业银行申请贷款等借款方式解决，并签署

后续融资协议；同意授权管理层与政府部门签署后续法律文件。

2019年1月18日，公司与江西省莲花县人民政府就投资建设莲花项目签署《莲花县固废综合处理项目

特许经营协议》。

本次对外投资无需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本次对外投资不属于关联交易和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二、对外投资基本情况

（一）项目基本情况

莲花县固废综合处理项目，独占性的处理莲花县行政区划范围内生活垃圾、农林垃圾、餐余垃圾、市政

污泥、一般工业垃圾以及国家允许进入生活垃圾焚烧厂处理的其他垃圾，总处理规模初定为500吨/日，本

项目处理范围包括莲花县及周边部分区域生活垃圾。总投资约人民币22,000万元。该项目特许经营期限为

30年（不含建设期）。项目拟选址莲花县城镇生活垃圾填埋场旁，项目用地约70亩。公司以自有资金不超过

10,000万元投资于本项目。 本项目建设期为18个月。

（二）新设子公司情况

公司拟在莲花县新设子公司投资、建设和运营莲花项目，具体情况如下：

1、公司名称：莲花县伟明环保能源有限公司

2、注册住址：江西省莲花县

3、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4、法定代表人：项光明（暂定）

5、注册资本：不超过6,000万元，由公司全额出资

6、经营范围：垃圾焚烧发电厂筹建；生活垃圾、农林垃圾、餐余垃圾、市政污泥、一般工业垃圾等处理；垃

圾处理项目投资；环保工程的投资咨询与建设；垃圾、烟气、污水、灰渣处理技术开发及服务；环保设备的制

造、销售、安装和维护、售后和技术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以上内容最终以市场和质量监督管理局核定为准。

三、特许经营协议双方基本情况

（一）甲方，江西省莲花县人民政府；法定代表人，张运来；法定地址，江西省萍乡市莲花县新建街197

号。

（二）乙方，浙江伟明环保股份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项光明；注册资本，68,771.9万元；住所，浙江省

温州市瓯海区娄桥工业园中汇路81号B2幢5楼东南首；经核准的经营范围为：垃圾焚烧发电，垃圾处理项目

的投资，固废处理工程、垃圾渗滤液处理工程、环保工程的设计、投资咨询、施工、运营管理及技术服务，垃

圾、烟气、污水、灰渣处理技术的开发及服务，危险废物经营（凭许可证经营），环保设备的制造、销售及安装

服务，城市生活垃圾经营性清扫、收集、运输、处理服务（凭许可证经营），从事进出口业务。

四、特许经营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本项目：指莲花县固废综合处理项目，其总处理规模初定为500吨/日。

（二）特许经营权：乙方独占性的处理莲花县行政区划范围内生活垃圾、农林垃圾、餐余垃圾、市政污

泥、一般工业垃圾以及国家允许进入生活垃圾焚烧厂处理的其他垃圾，并收取垃圾处理服务费和上网电费

的权利。

（三）特许经营权经营期：莲花县固废综合处理项目的特许经营期为30年，自商业运营日起算。 特许经

营权期满后双方将就展期事项另行协商签订补充协议。

（四）接受服务与付费：乙方将根据本协议的规定，向甲方提供垃圾处理服务，并向甲方收取垃圾处理

服务费；同时向电力公司销售垃圾焚烧余热发电富余的电量并收取电费。

（五）项目扩建：如特许经营期内乙方垃圾焚烧处理设施不能满足垃圾处理的需要，乙方有权决定扩建

本项目，具体事宜另行协商签订补充协议明确。

（六）项目公司和项目地址：项目公司成立后，将自动承继本协议项下乙方的所有权利义务；项目地址

拟选址莲花县城镇生活垃圾填埋场旁，项目用地约70亩。

（七）甲方的权利和义务：对乙方履行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和本协议的义务进行监督和管理；依法对乙

方安全生产和垃圾处理服务质量进行监管；授予乙方独家特许经营权；根据本协议的规定按时足额向乙方

支付垃圾处理服务费；协助乙方依法办理并获得有关政府部门要求的与本项目有关各种项目批准、手续；协

助乙方促使莲花县及周边部分区域生活垃圾纳入本项目处理范围。

（八）乙方的权利和义务：拥有本项目设备设施的所有权；独家拥有本项目特许经营权；向甲方收取垃

圾处理服务费；负责本项目红线内设备设施的投资、建设和运营；接受甲方依法监督管理，提供稳定、可靠的

垃圾处理服务；依法安全生产，制定项目设备设施的更新维护改造计划，确保垃圾焚烧发电厂安全、环保、稳

定运行等。

（九）建设期：乙方在取得施工许可证后应该立即开工，本工程建设期为18个月内点火试运行。

（十）垃圾处理服务费：在上网电价为0.65元/千瓦时（含税）的前提下，甲方按垃圾实际处理量向乙方

支付垃圾处理服务费，自垃圾进入焚烧发电厂之日起算。

（十一）仲裁：甲乙双方若未能解决争议、分歧或索赔，则任何一方可以将该争议、分歧或索赔提交萍乡

仲裁委员会进行仲裁。

（十二）其他：本协议于双方签字且盖章后生效。

五、对外投资和签署特许经营协议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对外投资符合公司固废处理业务发展规划， 本次签署特许协议进一步提高公司在江西省的生活

垃圾处理业务规模，提高公司未来营业收入。 本项目的实施，不影响公司业务的独立性，公司主营业务不会

因该项目的实施而产生关联交易、同业竞争以及业务依赖的情形。 本项目对公司2019年度经营业绩不会产

生重大影响，但项目的实施对公司未来业务发展及经营业绩提升产生积极影响。

六、对外投资和签署特许经营协议的风险分析

本项目前期筹建和建设期间，受制于多方面的不确定性因素，存在项目审批和建设延误，不能按计划进

度实施项目的风险；项目运营期间存在垃圾供应量不足、垃圾处置费和发电收入不能及时收取以及国家产

业、税收政策变化的风险。

七、备查文件

1、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

2、莲花县固废综合处理项目特许经营协议。

特此公告。

浙江伟明环保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1月20日

诺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调整旗下

部分基金通过东海证券定投申购起点

金额的公告

为答谢广大客户长期以来给予的信任与支持，鼓励长期投资，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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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协商一致，

自2019年1月21日起， 调整本公司旗下已在东海证券代销的部分基金通过东海证券办理

定投业务的每期最低申购金额。 具体内容如下：

自2019年1月21日起，投资者在东海证券办理已代销的本公司旗下部分基金（不开放

定投业务的基金及定期开放型基金除外）的定投业务，每期最低申购金额调整为人民币

300元(含)，级差为100元。

通过东海证券办理基金的定投业务的具体时间和规则请以东海证券公示为准， 敬请

投资者留意。

重要提示：

1、业务开始或结束办理的具体时间及具体程序、规则以代销机构的有关规定为准，如

有变动，敬请投资者留意代销机构的有关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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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

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基金的过往业绩并不预示其未来表现。 基金管理人管理的其他

基金的业绩并不构成本基金业绩表现的保证。 投资者投资于本公司管理的基金时应认真

阅读基金合同、托管协议、招募说明书等文件及相关公告，如实填写或更新个人信息并核

对自身的风险承受能力，选择与自己风险识别能力和风险承受能力相匹配的基金产品。

3、本公告的有关内容在法律法规允许范围内由本公司负责解释。

投资者可以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情况：

1、东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95531

网站：www.longone.com.cn

2、诺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400-888-8998

网址：www.lionfund.com.cn

特此公告。

诺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一九年一月二十一日

诺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旗下部分

基金参加北京农村商业银行费率优惠

活动的公告

为更好地满足广大投资者的需求，经与北京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北京农村商业银行” ）协商一致，诺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决定，自

2019年1月21日起，旗下部分基金参加北京农村商业银行费率优惠活动，具体内容如下：

一、适用优惠活动期限

2019年1月21日至2019年12月31日期间。活动时间如有变化，请以北京农村商业银行

公示为准。

二、适用基金

序号 基金名称 基金代码

1 诺安低碳经济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001208

2 诺安先进制造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001528

三、费率优惠活动内容

活动期间，投资者通过北京农村商业银行办理上述基金的定投业务，定投申购费率享

有5折优惠。 优惠前基金申购费率为固定金额的不再享受以上费率优惠。

各基金费率标准详见各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更新）等法律文件，以及本公

司发布的最新业务公告。

重要提示：

1、本次费率优惠活动仅针对通过北京农村商业银行办理定投业务的手续费。

2、业务开始或结束办理的具体时间及具体程序以代销机构的有关规定为准，如有变

动，敬请投资者留意代销机构的有关公告。

3、诺安优化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目前处于封闭期，其开始办理日常申购、赎回、

转换及定投业务的日期，敬请投资者留意本基金管理人发布的有关公告。

4、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财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

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基金的过往业绩并不预示其未来表现。 基金管理人管理的其他

基金的业绩并不构成本基金业绩表现的保证。 投资者投资于本公司管理的基金时应认真

阅读基金合同、托管协议、招募说明书等文件及相关公告，如实填写或更新个人信息并核

对自身的风险承受能力，选择与自己风险识别能力和风险承受能力相匹配的基金产品。

5、本公告的有关内容在法律法规允许范围内由本公司负责解释。

投资者可以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情况：

1、北京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96198（北京）、4006696198（全国）

网址：www.bjrcb.com

2、诺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400-888-8998

网站：www.lionfund.com.cn

特此公告。

诺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一九年一月二十一日

关于招商安庆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增

加华福证券为代销机构的公告

根据招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与华福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华福证券” ）签署的《招商基金旗

下基金代理销售年度框架协议》， 自2019年1月21日起华福证券开始代理招商安庆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代码：招商安庆债券 ：006650）的认/申购、赎回等业务。

具体业务类型及办理程序请遵循销售机构的相关规定。 投资者欲了解详细信息请仔细阅读相关基金

的基金合同和招募说明书等法律文件。

一、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

1、招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站：www.cmfchina.com

2、招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客户服务热线：4008879555（免长途话费）

3、销售机构客服电话及网址：

销售机构 网址 客服电话

华福证券 www.gfhfzq.com.cn 95547

二、风险提示：

投资人应当认真阅读拟投资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法律文件及销售机构基金业务规

则等信息，了解所投资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并根据自身投资目的、投资期限、投资经验、资产状况等判断

基金是否和投资人的风险承受能力相匹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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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敬请投资人注意投资风险。

招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9年1月21日

关于招商鑫悦中短债债券型证券投资

基金增加长量基金等为代销机构的公告

根据招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与上海长量基金销售投资顾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量基金” ）、深圳

众禄基金销售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众禄基金” ）、诺亚正行（上海）基金销售投资顾问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诺亚正行” ）、上海好买基金销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好买基金” ）、浙江同花顺基金销售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同花顺基金” ）、上海陆金所基金销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陆金所基金” ）、北京虹点基

金销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虹点基金” ）、深圳市新兰德证券投资咨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兰德” ）、

嘉实财富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嘉实财富” ）、珠海盈米财富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珠海盈米” ）、

北京蛋卷基金销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蛋卷基金” ）、北京肯特瑞财富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肯特瑞” ）、腾安基金销售（深圳）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腾安基金” ）、北京植信基金销售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植信基金” ）、上海天天基金销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天基金” ）、南京苏宁基金销售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苏宁基金” ）、北京新浪仓石基金销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浪仓石” ）、上海万得投资顾

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万得” ）、南京途牛金融信息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京途牛” ）、上海基

煜基金销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基煜基金” ）、中民财富基金销售（上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民财

富” ）、北京晟视天下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晟视天下” ）、通华财富(上海)基金销售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通华财富” ）、深圳市前海排排网基金销售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前海排排网” ）、上海有鱼

基金销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有鱼基金” ）、民商基金销售(上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民商基金” ）、西

藏东方财富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方财富” ）签署的《招商基金旗下基金代理销售年度框架协

议》，自2019年1月21日起长量基金、众禄基金、诺亚正行、好买基金、同花顺基金、陆金所基金、虹点基金、

新兰德、嘉实财富、珠海盈米、蛋卷基金、肯特瑞、腾安基金、植信基金、天天基金、苏宁基金、新浪仓石、上海

万得、南京途牛、基煜基金、中民财富、晟视天下、通华财富、前海排排网、有鱼基金、民商基金、东方财富开

始代理招商鑫悦中短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A类006629，C类006630）的认/申购、赎回等业

务。

具体业务类型及办理程序请遵循销售机构的相关规定。 投资者欲了解详细信息请仔细阅读相关基金

的基金合同和招募说明书等法律文件。

一、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

1、招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站：www.cmfchina.com

2、招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客户服务热线：4008879555（免长途话费）

3、销售机构客服电话及网址：

销售机构 公司网址 客服热线

长量基金 http://www.erichfund.com 400-820-2899

众禄基金 https://www.zlfund.cn 4006-788-887

诺亚正行 https://trade.noah-fund.com/ 400-821-5399

好买基金 https://www.howbuy.com 400-700-9665

同花顺基金 http://fund.10jqka.com.cn/ 4008-773-772

陆金所基金 https://www.lu.com/ 400-866-6618

虹点基金 https://www.hongdianfund.com/ 400-618-0707

新兰德 http://fund.jrj.com.cn/ 400-166-1188

嘉实财富 https://www.harvestwm.cn/ 400-021-8850

珠海盈米 https://www.yingmi.cn/ 020-89629066

蛋卷基金 https://danjuanapp.com/ 400-159-9288

肯特瑞 http://kenterui.jd.com/ 400-098-8511

腾安基金 https://www.tenganxinxi.com/ 95017转1转6

植信基金 https://www.zhixin-inv.com/ 4006-802-123

天天基金 http://fund.eastmoney.com/ 400-1818-188

苏宁基金 http://fund.suning.com 025-66996699-887226

新浪仓石 http://www.xincai.com/ 010-62675369

上海万得 http://www.520fund.com.cn/ 400-821-0203

南京途牛 http://jr.tuniu.com 400-799-9999

基煜基金 www.jiyufund.com.cn 400-820-5369

中民财富 www.cmiwm.com 400-876-5716

晟视天下 www.gscaifu.com 400-818-8866

通华财富 www.tonghuafund.com 95156转5

前海排排网 www.simuwang.com 400-680-3928

有鱼基金 www.youyufund.com 400-767-6298

民商基金 www.msftec.com 021-50206003

东方财富 http://www.18.cn 95357

二、风险提示：

投资人应当认真阅读拟投资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法律文件及销售机构基金业务规

则等信息，了解所投资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并根据自身投资目的、投资期限、投资经验、资产状况等判断

基金是否和投资人的风险承受能力相匹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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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敬请投资人注意投资风险。

招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9年1月21日

方正富邦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旗下部分基金新增华瑞保险销售有限公司为销售机构

并参与其费率优惠活动的公告

为满足广大投资者的理财需求，方正富邦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经与华瑞保险销售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华瑞保险” ）协商一致，决定自2019年1月23日起新增华瑞保险销售本公司旗下部分基金并参与其费率

优惠活动。 现将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 本次华瑞保险开通申购、赎回业务的基金

序号 基金名称 基金代码

是否开通

申购、赎回

是否开通定

投

是否开通转

换

1

方正富邦创新动力混合型证券投资基

金

730001 是 否 否

2

方正富邦红利精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

金

730002 是 否 否

3

方正富邦惠利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

金

A类003787

C类003788

是 否 否

4

方正富邦睿利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

金

A类003795

C类003796

是 否 否

5 方正富邦丰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A类006416

C类006417

是 否 否

二、 费率优惠活动

1、费率优惠内容

投资者通过华瑞保险办理上述开放式基金的申购业务，参加华瑞保险公告的费率优惠活动，具体折扣费率请以华

瑞保险所示公告为准。 基金费率请详见基金合同、基金招募说明书、招募说明书（更新）等法律文件，以及本公司发布

的最新业务公告。

2.费率优惠期限

2019年1月23日起开起上述申购业务，本次优惠活动期间，业务办理的具体时间、流程以及优惠活动期限以华瑞

保险的公告为准。

3、重要提示

本优惠活动适用于处于正常申购期的基金的前端申购手续费，不包括基金赎回业务手续费。

本活动最终解释权归华瑞保险所有，有关活动的具体规定如有变化，敬请投资者留意华瑞保险的有关公告。 投资

者欲了解本基金产品的详细情况，请仔细阅读基金的基金合同、最新招募说明书等相关法律文件。

三、 投资者可以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

1、华瑞保险销售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4001115818

公司网址：www.huaruisales.com

2、方正富邦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400-8180-990（免长途话费）

公司网址：www.founderff.com

风险提示：基金管理人承诺以恪尽职守、诚实信用、谨慎勤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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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金管理人提醒投资者在做出投资决策前应全面了解基金的产品特性并充分考虑自身的风

险承受能力，理性判断市场，投资者自行承担基金运营状况与基金净值变化引致的投资风险。 投资有风险，选择须谨

慎。 敬请投资者于投资前认真阅读基金的基金合同、最新招募说明书及其他法律文件。

特此公告。

方正富邦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一九年一月二十一日

华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

变更高级管理人员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19年1月21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管理人名称 华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证券投资基金

行业高级管理人员任职管理办法》等有关法规。

高管变更类型 新任基金管理人副总经理

2.�新任高级管理人员的相关信息

新任高级管理人员职务 基金管理人副总经理

新任高级管理人员姓名 王华

是否经中国证监会核准取得高管任职资格 -

中国证监会核准高管任职资格的日期 -

任职日期 2019-01-21

过往从业经历

1993年7月至1996年12月， 历任中国物资再生利用总公司上海期货交

易部投资分析员、部门副经理、部门经理；1997年1月至1998年8月，任

上海宏达期货有限公司投资结算部总监；1999年3月至2002年9月，任

中国经济开发信托投资公司北京证券营业部总经理助理、 研究发展部

经理；2002年10月至2004年10月， 任中海基金筹备组成员；2004年11

月至2007年4月， 任北京华商投资有限公司副总经理；2007年4月加入

华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历任证券交易部主管、总经理，机构投资一部

总经理、投资经理，公司总经理助理。

取得的相关从业资格 基金从业资格

国籍 中国

学历、学位 研究生，工商管理硕士

3.�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上述变更事项，由华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

已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向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备案报告。

华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9年1月21日

金元顺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旗下公开募集证券

投资基金调整信息披露媒体的公告

为保障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金元顺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经

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及《证券日报》协商一致，决定自2019年

01月21日起，调整本公司旗下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媒体，调整后投资者可以

通过以下途径查询各类定期及临时公告以了解对应基金的运作情况：

序号 基金名称 信息披露媒体

01 金元顺安宝石动力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上海证券报、公司官网

02 金元顺安成长动力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证券时报、公司官网

03 金元顺安丰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中国证券报、公司官网

04 金元顺安价值增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证券日报、公司官网

05 金元顺安消费主题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上海证券报、公司官网

06 金元顺安优质精选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证券时报、公司官网

07 金元顺安金元宝货币市场基金 中国证券报、公司官网

08 金元顺安丰祥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上海证券报、公司官网

09 金元顺安沣楹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证券时报、公司官网

10 金元顺安金通宝货币市场基金 中国证券报、公司官网

11 金元顺安桉盛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上海证券报、公司官网

12 金元顺安元启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证券时报、公司官网

13 金元顺安沣顺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中国证券报、公司官网

14 金元顺安沣泰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证券日报、公司官网

投资者可通过本基金各销售机构及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

1、金元顺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站：www.jysa99.com；

2、金元顺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客户服务热线：400-666-0666；

特此公告。

金元顺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9年01月21日

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增加恒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为旗下部分基金销售机构的公告

根据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与恒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签署的

销售协议，自2019年01月21日起，本公司增加恒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为本公司旗下部分

基金的销售机构，投资者可通过恒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的指定渠道办理下述基金的开户、

交易等基金相关业务。 具体基金信息如下：

序号 基金代码 基金名称

1 001775 鹏华弘泰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C类

2 206001 鹏华弘泰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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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及相关业务公告。 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

1.�恒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4001966188

公司网站：www.cnht.com.cn

2.�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中心电话：400-6788-999、400-6788-533

网址： www.phfun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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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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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基金时应认真阅读相关基金

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更新）等文件，并根据自身风险承受能力选择适合自己的基金产

品。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一九年一月二十一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