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兴业

3

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

投资基金基金经理变更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19年2月27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兴业3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兴业3个月定开债券

基金主代码 005338

基金管理人名称 兴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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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青

离任基金经理姓名 熊伟

2.�离任基金经理的相关信息

离任基金经理姓名 熊伟

离任原因 个人原因

离任日期 2019年2月26日

转任本公司其他工作岗位的说明 -

是否已按规定在中国基金业协会办理注销手续 是

3.�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本公司已按规定向中国基金业协会办理相应手续， 并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

海证监局备案。

特此公告。

兴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9年2月27日

兴业

3

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

基金开放申购、赎回业务公告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兴业3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兴业3个月定开债券

基金主代码 005338

基金运作方式 契约型开放式

基金合同生效日 2018年6月6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兴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基金注册登记机构名称 兴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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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法律法规以及《兴业3�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

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兴业3�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发

起式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

申购起始日 2019年3月1日

赎回起始日 2019年3月1�日

注： 本基金为定期开放基金，第三个开放期为2019年3月1日—2019年3月7日。

2�日常申购、赎回业务的办理时间

2.1�开放日及开放时间

本基金开放期内，投资人在开放日办理基金份额的申购和赎回，具体办理时间为上海

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正常交易日的交易时间，但基金管理人根据法律法规、中

国证监会的要求或本基金合同的规定公告暂停申购、赎回时除外。 封闭期内，本基金不办

理申购与赎回业务， 也不上市交易。 2019年3月1日为本基金的第3个封闭期结束后的开

放日起始日期。

2.2�申购、赎回的开始日及业务办理时间

根据《兴业3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兴业3个月定期

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本基金自封闭期结束之日的下一个工作日

起进入开放期，期间可以办理申购与赎回业务。 本基金每次开放期最长不超过 20�个工作

日。 兴业3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的本次开放期为2019年3月1日至

2019年3月7日。

基金管理人不得在基金合同约定之外的日期或者时间办理基金份额的申购、 赎回或

者转换。 在开放期内，投资人在基金合同约定之外的日期和时间提出申购、 赎回或转换申

请且登记机构确认接受的，其基金份额申购、赎回价格为该开放期内下一开放日基金份额

申购、赎回的价格；在开放期最后一个开放日，投资人在基金合同约定之外的时间提出申

购、赎回或转换申请的，视为无效申请。

3�日常申购业务

3.1�申购金额限制

投资者通过基金管理人直销机构以外的销售机构首次申购本基金的， 每个基金账户

单笔最低申购金额为1�元（含申购费）；通过基金管理人的直销机构首次申购本基金的，

每个基金账户单笔最低申购金额为 1�元（含申购费）。 投资者追加申购的单笔最低金额

为1�元（含申购费）。 投资者将当期分配的基金收益转购基金份额时，不受最低申购金

额的限制。

投资者可多次申购，对单个投资者累计持有份额不设上限。 法律法规、中国证监会另

有规定的除外。

3.2�申购费率

本基金的申购费用由投资人承担，不列入基金财产，主要用于本基金的市场推广、销

售、登记等各项费用。

投资人在一天之内如果有多笔申购，适用费率按单笔分别计算。 具体费率如下：

申购金额（含申购费） 申购费率

M＜100万元 0.6%

100万元≤M＜300万元 0.4%

300�万元≤M＜500�万元 0.2%

M≥500万元 按笔收取，1000元/笔

4�日常赎回业务

4.1�赎回份额限制

投资者可将其全部或部分基金份额赎回。 本基金对每个投资人每个基金交易账户的

最低基金份额余额不设限制。

4.2�赎回费率

（1）在同一个开放期内申购后又赎回的，赎回费率为1.5%；

（2）其他情况的赎回费率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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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全额归入基金财产。

4.3�其他与赎回相关的事项

无

5�基金销售机构

5.1�场外销售机构

5.1.1�直销机构

名称：兴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直销中心

住所:�福建省福州市鼓楼区五四路137号信和广场25楼

法定代表人：卓新章

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浦明路198号财富金融广场7号楼

联系人：许野

咨询电话：021-22211967

传真：021-22211997

网址：http://www.cib-fund.com.cn/

5.1.2�其他销售机构

无

5.2�场内销售机构

无

6基金份额净值公告/基金收益公告的披露安排

在开放期内，基金管理人应当在每个开放日的次日，通过其网站、基金份额销售机构

以及其他媒介，披露开放日的基金份额净值和基金份额累计净值。 敬请投资者留意。

7�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本基金不向个人投资者公开发售。 如有任何疑问， 请与本基金直销机构或本公司联

系。 本公司客户服务中心电话：

400-009-5561、021-22211885

网址：http://www.cib-fund.com.cn/

本公告仅对本基金开放日常申购、赎回的有关事项予以说明。 投资者欲了解本基金的

详细情况， 请详细阅读刊登在2018年4月24日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

报》上的《兴业3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及其定期的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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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请投资者于投资前认真阅读本基金《基金合同》和《招募说明

书》。

特此公告。

兴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9年2月27日

兴业聚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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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2月27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兴业聚源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兴业聚源灵活配置混合

基金主代码 002660

基金管理人名称 兴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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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青

离任基金经理姓名 熊伟

2.�离任基金经理的相关信息

离任基金经理姓名 熊伟

离任原因 个人原因

离任日期 2019年2月26日

转任本公司其他工作岗位的说明 -

是否已按规定在中国基金业协会办理注销手续 是

3.�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本公司已按规定向中国基金业协会办理相应手续， 并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

海证监局备案。

特此公告。

兴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9年2月27日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增加易方达

中证

500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发起式

联接基金销售机构的公告

根据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与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广州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签署的基金销售服务协议，本公司自2019年2月27日起增加上述销售机

构为易方达中证50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发起式联接基金（以下简称“本基金” ，A类基金份

额代码：007028，C类基金份额代码：007029）的销售机构。

特别提示：2019年2月25日至2019年3月15日为本基金的认购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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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册地址：深圳市福田区金田路4018号安联大厦35层、28层A02单元

办公地址：深圳市福田区金田路4018号安联大厦35层、28层A02单元

深圳市福田区深南大道2008号中国凤凰大厦1栋9层

法定代表人：王连志

联系人：陈剑虹

联系电话：0755-82825551

客户服务电话：95517

传真：0755-82558355

网址：www.essence.com.cn

2.�广州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广州市天河区珠江西路5号广州国际金融中心主塔19层、20层

办公地址：广州市天河区珠江西路5号广州国际金融中心主塔19层、20层

法定代表人：张永衡

联系人：梁微

联系电话：020-88836999

客户服务电话：95396

传真：020-88836654

网址：www.gzs.com.cn

3.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济南市市中区经七路86号

办公地址：山东省济南市经七路86号

法定代表人：李玮

联系人：许曼华

联系电话：021-20315290

客户服务电话：95538

传真：0531-68889095

网址：www.zts.com.cn

4.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400-881-8088

网址：www.efunds.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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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销售机构根据法规要求对投资者类别、风险承受能力和基金的风险等级进行

划分，并提出适当性匹配意见。投资者在投资基金前应认真阅读《基金合同》和《招募说明书》等基金法

律文件，全面认识基金产品的风险收益特征，在了解产品情况及听取销售机构适当性意见的基础上，根

据自身的风险承受能力、投资期限和投资目标，对基金投资作出独立决策，选择合适的基金产品。

特此公告。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9年2月27日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易方达天天增利货币

市场基金

A

类基金份额增加腾安基金为销售机构的

公 告

根据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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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签署的基金销售服务协议，自2019年2月27日起，本公司将增加腾安基金为易方达天天增

利货币市场基金（以下简称“本基金” ）A类基金份额的销售机构并开通相关业务。

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适用基金及业务范围

投资者可通过腾安基金办理本基金A类基金份额的相关业务，具体的业务流程、办理时间和办理方

式以腾安基金的规定为准。

基金代码 基金名称

申购赎回

业务

定期定额投资 转换业务

000704 易方达天天增利货币市场基金A 开通 暂不开通 暂不开通

二、重要提示

1.腾安基金暂不开通本基金A类基金份额的定期定额投资及转换业务，腾安基金今后如开通本基金

A类基金份额的定期定额投资及转换业务，本公司可不再特别公告，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腾安基金开通

相关业务的公告或垂询腾安基金。

2.本公告的解释权归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所有。

三、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

1.腾安基金

注册地址：深圳市前海深港合作区前湾一路1号A栋201室（入驻深圳市前海商务秘书有限公司）

办公地址：深圳市南山区海天二路33号腾讯滨海大厦15楼

法定代表人：刘明军

联系人：谭广锋

客户服务电话：95017（拨通后转1转8）

公司网址：http://www.tenganxinxi.com/� � � � https://www.txfund.com/

2.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400-881-8088

网址：www.efunds.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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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基金管理人不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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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销售机构根据法规要求对投资者类别、风险承受能力和基金的风险等级进行划分，

并提出适当性匹配意见。 投资者在投资基金前应认真阅读《基金合同》和《招募说明书》等基金法律文

件，全面认识基金产品的风险收益特征，在了解产品情况及听取销售机构适当性意见的基础上，根据自

身的风险承受能力、投资期限和投资目标，对基金投资作出独立决策，选择合适的基金产品。

特此公告。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9年2月27日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公司旗下部分基金

估值调整情况的公告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证券投资基金估值业务的指导意见》（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公告[2017]

13号）的有关规定，经与基金托管人协商一致，自2019年2月26日起，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对旗下证

券投资基金（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除外）持有的“新昌集团控股有限公司（代码：404HK）”

按照0.00港元/股进行估值。

待上述股票复牌且交易体现活跃市场交易特征后，将恢复为采用当日收盘价格进行估值，届时不再

另行公告，敬请投资者予以关注。

投资者可登陆基金管理人网站（www.efunds.com.cn）或拨打客户服务电话400-881-8088咨询

有关信息。

特此公告。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9年2月27日

易方达生物科技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

B

类份额

交易价格波动提示公告

近期，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基金管理人” ）旗下易方达生物科技指数分级证券

投资基金之B类份额（场内简称：生物B，场内代码：150258）二级市场交易价格波动较大。 2019年2月25

日，易方达生物科技分级B类份额在二级市场的收盘价为0.930元，相对于当日0.7528元的基金份额参考

净值，溢价幅度达到23.54%。 截止2019年2月26日，易方达生物科技分级B类份额二级市场的收盘价为

1.023元，明显高于基金份额参考净值，投资者如果盲目投资于高溢价率的分级基金，可能遭受重大损

失。

为此，本基金管理人提示如下：

1、根据《关于规范金融机构资产管理业务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资管新规》）要求，公募产品不

得进行份额分级，应在《资管新规》规定的过渡期结束前进行整改规范，请投资者关注相关风险，如溢价

买入可能造成较大损失等。

2、易方达生物科技分级B类份额表现为高风险、高收益的特征。 由于易方达生物科技分级B类份额

内含杠杆机制的设计，易方达生物科技分级B类份额参考净值的变动幅度将大于易方达生物科技分级份

额（场内简称：生物分级，场内代码：161122）净值和易方达生物科技分级A类份额（场内简称：生物A，

场内代码：150257）参考净值的变动幅度，即易方达生物科技分级B类份额的波动性要高于其他两类份

额，其承担的风险也较高。 易方达生物科技分级B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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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易方达生物科技分级B类份额的交易价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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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易方达生物科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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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易方达生物科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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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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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销售机构根据法规要求对投资者类别、风险承受能力和基金的风险等级进

行划分，并提出适当性匹配意见。 投资者在投资基金前应认真阅读《基金合同》和《招募说明书》等基金

法律文件，全面认识基金产品的风险收益特征，在了解产品情况及听取销售机构适当性意见的基础上，

根据自身的风险承受能力、投资期限和投资目标，对基金投资作出独立决策，选择合适的基金产品。基金

管理人提醒投资者基金投资的“买者自负” 原则，在投资者作出投资决策后，基金运营状况与基金净值

变化引致的投资风险，由投资者自行负责。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9年2月27日

天弘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增加中信期货

有限公司为旗下部分基金销售机构并开通

申购、赎回、定投及转换业务的公告

根据天弘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与中信期货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中信期货” ）签署的相关基金销售服务协议，自2019年2月27日起，本公司增加中信期货

为旗下部分基金的销售机构并开通申购、赎回、定期定额投资（以下简称“定投” ）及转换

业务。 详情如下：

一、适用的投资者范围

通过中信期货指定平台申购、赎回、定投及转换本公司旗下部分基金且符合基金合同

约定的投资者。

二、适用的基金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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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弘裕利灵活配

置混合型证券投

资基金

A类：002388

是 是 是

C类：005997

天弘沪深300指数

型发起式证券投

资基金

A类：000961

是 是 是

C类：005918

天弘中证500指数

型发起式证券投

资基金

A类：000962

是 是 是

C类：005919

天弘创业板指数

型发起式证券投

资基金

A类：001592

是 是 是

C类：001593

天弘中证医药100

指数型发起式证

券投资基金

A类：001550

是 是 是

C类：001551

天弘中证证券保

险指数型发起式

证券投资基金

A类：001552

是 是 是

C类：001553

天弘中证800指数

型发起式证券投

资基金

A类：001588

是 是 是

C类：001589

天弘中证电子指

数型发起式证券

投资基金

A类：001617

是 是 是

C类：001618

天弘中证计算机

指数型发起式证

券投资基金

A类：001629

是 是 是

C类：001630

天弘中证食品饮

料指数型发起式

证券投资基金

A类：001631

是 是 是

C类：001632

天弘弘运宝货币

市场基金

A类：001386

是 是 是

B类：001391

天弘策略精选灵

活配置混合型发

起式证券投资基

金

A类：004694

是 是 是

C类：004748

天弘量化驱动股

票型证券投资基

金

A类：001556

是 是 是

C类：001557

天弘优选债券型

证券投资基金

606 是 是 是

天弘弘利债券型

证券投资基金

306 是 是 是

天弘新价值灵活

配置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

1484 是 是 是

天弘新活力灵活

配置混合型发起

式证券投资基金

1250 是 是 是

天弘医疗健康混

合型证券投资基

金

A类：001558

是 是 是

C类：001559

注：1、同一基金的不同基金份额类别之间不得互相转换。

2、具体转换范围请以中信期货指定平台公示的信息为准。

三、重要提示

1、各基金遵循的转换业务规则详见本公司于2014年12月15日披露的《天弘基金管理

有限公司关于公司旗下开放式基金转换业务规则说明的公告》。

2、投资者欲了解各基金的详细情况，请仔细阅读各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法

律文件。

3、上述相关业务办理规则的具体内容请以中信期货的规定、公告或通知为准。

投资者可以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情况：

(1)天弘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服热线：95046

网站：www.thfund.com.cn

(2)中信期货有限公司

客服热线：400-9908-826

网站：www.citicsf.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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弘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一九年二月二十七日

天弘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增加中信证券

（山东）有限责任公司为旗下部分基金销售机

构并开通申购、赎回、定投及转换业务的公告

根据天弘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与中信证券（山东）有限责任公司

（以下简称“中信证券（山东）” ）签署的相关基金销售服务协议，自2019年2月27日起，本

公司增加中信证券（山东）为旗下部分基金的销售机构并开通申购、赎回、定期定额投资

（以下简称“定投” ）及转换业务。 详情如下：

一、适用的投资者范围

通过中信证券（山东）指定平台申购、赎回、定投及转换本公司旗下部分基金且符合基

金合同约定的投资者。

二、适用的基金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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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弘裕利灵活配

置混合型证券投

资基金

A类：002388

是 是 是

C类：005997

天弘沪深300指数

型发起式证券投

资基金

A类：000961

是 是 是

C类：005918

天弘中证500指数

型发起式证券投

资基金

A类：000962

是 是 是

C类：005919

天弘创业板指数

型发起式证券投

资基金

A类：001592

是 是 是

C类：001593

天弘中证医药100

指数型发起式证

券投资基金

A类：001550

是 是 是

C类：001551

天弘中证证券保

险指数型发起式

证券投资基金

A类：001552

是 是 是

C类：001553

天弘中证800指数

型发起式证券投

资基金

A类：001588

是 是 是

C类：001589

天弘中证电子指

数型发起式证券

投资基金

A类：001617

是 是 是

C类：001618

天弘中证计算机

指数型发起式证

券投资基金

A类：001629

是 是 是

C类：001630

天弘中证食品饮

料指数型发起式

证券投资基金

A类：001631

是 是 是

C类：001632

天弘弘运宝货币

市场基金

A类：001386

是 是 是

B类：001391

天弘策略精选灵

活配置混合型发

起式证券投资基

金

A类：004694

是 是 是

C类：004748

天弘量化驱动股

票型证券投资基

金

A类：001556

是 是 是

C类：001557

天弘云端生活优

选灵活配置混合

型证券投资基金

1030 是 是 是

天弘优选债券型

证券投资基金

606 是 是 是

天弘弘利债券型

证券投资基金

306 是 是 是

天弘新价值灵活

配置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

1484 是 是 是

天弘新活力灵活

配置混合型发起

式证券投资基金

1250 是 是 是

天弘医疗健康混

合型证券投资基

金

A类：001558

是 是 是

C类：001559

注：1、同一基金的不同基金份额类别之间不得互相转换。

2、具体转换范围请以中信证券（山东）指定平台公示的信息为准。

三、重要提示

1、各基金遵循的转换业务规则详见本公司于2014年12月15日披露的《天弘基金管理

有限公司关于公司旗下开放式基金转换业务规则说明的公告》。

2、投资者欲了解各基金的详细情况，请仔细阅读各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法

律文件。

3、上述相关业务办理规则的具体内容请以中信证券（山东）的规定、公告或通知为准。

投资者可以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情况：

(1)天弘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服热线：95046

网站：www.thfund.com.cn

(2)中信证券（山东）有限责任公司

客服热线：95548

网站：sd.citic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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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弘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一九年二月二十七日

天弘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增加中信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为旗下部分基金销售机构并

开通申购、赎回、定投及转换业务的公告

根据天弘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与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中信证券” ）签署的相关基金销售服务协议，自2019年2月27日起，本公司增加中信

证券为旗下部分基金的销售机构并开通申购、赎回、定期定额投资（以下简称“定投” ）及

转换业务。 详情如下：

一、适用的投资者范围

通过中信证券指定平台申购、赎回、定投及转换本公司旗下部分基金且符合基金合同

约定的投资者。

二、适用的基金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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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弘裕利灵活配

置混合型证券投

资基金

A类：002388

是 是 是

C类：005997

天弘沪深300指数

型发起式证券投

资基金

A类：000961

是 是 是

C类：005918

天弘中证500指数

型发起式证券投

资基金

A类：000962

是 是 是

C类：005919

天弘创业板指数

型发起式证券投

资基金

A类：001592

是 是 是

C类：001593

天弘中证医药100

指数型发起式证

券投资基金

A类：001550

是 是 是

C类：001551

天弘中证证券保

险指数型发起式

证券投资基金

A类：001552

是 是 是

C类：001553

天弘中证800指数

型发起式证券投

资基金

A类：001588

是 是 是

C类：001589

天弘中证电子指

数型发起式证券

投资基金

A类：001617

是 是 是

C类：001618

天弘中证计算机

指数型发起式证

券投资基金

A类：001629

是 是 是

C类：001630

天弘中证食品饮

料指数型发起式

证券投资基金

A类：001631

是 是 是

C类：001632

天弘弘运宝货币

市场基金

A类：001386

是 是 是

B类：001391

天弘策略精选灵

活配置混合型发

起式证券投资基

金

A类：004694

是 是 是

C类：004748

天弘量化驱动股

票型证券投资基

金

A类：001556

是 是 是

C类：001557

天弘云端生活优

选灵活配置混合

型证券投资基金

1030 是 是 是

天弘优选债券型

证券投资基金

606 是 是 是

天弘弘利债券型

证券投资基金

306 是 是 是

天弘新价值灵活

配置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

1484 是 是 是

天弘新活力灵活

配置混合型发起

式证券投资基金

1250 是 是 是

天弘医疗健康混

合型证券投资基

金

A类：001558

是 是 是

C类：001559

注：1、同一基金的不同基金份额类别之间不得互相转换。

2、具体转换范围请以中信证券指定平台公示的信息为准。

三、重要提示

1、各基金遵循的转换业务规则详见本公司于2014年12月15日披露的《天弘基金管理

有限公司关于公司旗下开放式基金转换业务规则说明的公告》。

2、投资者欲了解各基金的详细情况，请仔细阅读各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法

律文件。

3、上述相关业务办理规则的具体内容请以中信证券的规定、公告或通知为准。

投资者可以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情况：

(1)天弘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服热线：95046

网站：www.thfund.com.cn

(2)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服热线：95558

网站：www.cs.ecitic.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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弘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一九年二月二十七日

天弘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旗下基金所持

“长春高新”估值方法调整的提示性公告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证券投资基金估值业务的指导意见》（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

会公告[2017]13号）等有关规定，天弘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经与基金

托管人协商一致，自2019年2月26日起，本公司旗下基金采用“指数收益法” 对停牌股票长

春高新（证券代码:000661）进行估值，并采用中基协AMAC行业指数作为计算依据。

本公司将综合参考各项相关影响因素并与基金托管人协商，自上述股票复牌且其交易

体现活跃市场交易特征后，将恢复为采用当日收盘价格进行估值，届时将不再另行公告。

投资者如有疑问可登录本公司官方网站（www.thfund.com.cn）或拨打本公司客户

服务热线（95046）进行详细咨询。

特此公告。

天弘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一九年二月二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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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本公告所载2018年度的财务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未经会计师事务所

审计，与年度报告中披露的最终数据可能存在差异，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2018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单位：元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营业总收入 566,836,544.20 448,922,268.58 26.27%

营业利润 52,727,705.75 42,569,336.83 23.86%

利润总额 49,504,174.10 42,517,809.17 16.4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50,288,147.40 41,968,856.74 19.82%

基本每股收益（元） 0.75 0.69 8.7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8.80% 8.93% -0.13%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总 资 产 1,013,057,222.06 818,488,938.16 23.7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

权益

584,625,861.64 544,406,054.04 7.39%

股 本 66,666,667.00 66,666,667.00 0.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

资产（元）

8.77 8.17 7.34%

注：本表数据为公司合并报表数据。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1、经营业绩说明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56,683.65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26.27%；实现营业利

润5,272.77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23.86%；实现利润总额4,950.42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16.43%；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5,028.81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19.82%。

报告期内营业收入和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较上年同期上升的主要原因为:

（1）成熟市场持续发展，新区域市场不断拓展，控股子公司销售增幅明显；（2）持续加大

研发投入，不断丰富智慧校园软硬件产品，有效推进公司业务发展；（3）加强内控规范，优

化管理流程，完善绩效考核，不断提升管理效率；（4）软件产品增值税即征即退及政府补

助资金较上年有所增加。

2、财务状况说明

报告期末，公司总资产为101,305.72万元，较报告期初增长23.77%；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所有者权益58,462.59万元，较报告期初增长7.39%；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

资产8.77元，较报告期初增长7.34%。

公司总资产及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增长的主要原因为： 本期经营利润

增加、新设控股子公司及收购资产等。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本次业绩快报披露的经营业绩与公司于2018年11月14日在中国证监会指定信息披

露网站上披露的《2018年年度业绩预告》预计的业绩不存在重大差异。

四、其他说明

本次业绩快报是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的结果，尚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具体财务

数据公司将在2018年年度报告中详细披露。 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五、备查文件

1、经公司现任法定代表人、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会计机构负责人签字并盖章的比

较式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

2、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签字的内部审计报告。

特此公告。

浙江正元智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二月二十七日

证券代码：

002501

证券简称：利源精制 公告编号：

2019-007

债券代码：

112227

债券简称：

14

利源债

吉林利源精制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度业绩快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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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别提示：本公告所载2018年度的财务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

计，与年度报告中披露的最终数据可能存在差异，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2018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单位：万元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营业总收入 46,791.28 304,338.40 -84.63%

营业利润 -397,038.91 63,775.11 -722.56%

利润总额 -406,006.11 64,120.24 -733.1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407,132.85 52,315.07 -878.23%

基本每股收益（元） -3.35 0.44 -861.3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68.28% 3.83% -72.11%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总资产 1,221,647.36 1,522,563.22 -19.7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

权益

393,088.98 799,413.71 -50.83%

股本 121,483.56 121,483.56 0.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

资产（元）

3.24 6.62 -51.06%

注：编制合并报表的公司应当以合并报表数据填列 。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情况说明

报告期内， 公司实现营业收入46,791.28万元， 同比减少84.63%； 营业利润-397,

038.91万元，同比减少722.56%；利润总额-406,006.11万元，同比减少733.19%；归属于上

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407,132.85万元，同比减少878.23%；基本每股收益-3.35元，同比

减少861.36%；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68.28%，同比减少72.11%；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所有者权益393,088.98万元，同比减少50.83%；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3.24

元，同比减少51.06%；主要原因为：

1、受融资环境及公司的全资子公司沈阳利源轨道装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沈阳利

源” ）项目建设的影响，公司流动资金短缺，难以保证原材料的采购，致使公司2018年度销

售量不断萎缩，销售额大幅减少，并且影响生产的连续性，造成成本费用的额外负担；同

时，由于不能偿还到期债务，公司债务出现逾期，融资成本增加，导致公司业绩大幅降低；

2、因资金短缺及市场环境等因素，沈阳利源短期内无法按预期达产，资产使用效率与

预期存在较大差异，出现减值迹象。 经评估咨询机构初步确认减值金额为20-30亿元，业

绩快报暂按最可能的金额计提减值准备。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公司于2019年1月31日披露了业绩预告修正公告（公告编号：2019-001），本次业绩

快报披露的经营业绩与前次披露的业绩预告修正公告不存在差异。

四、备查文件

1、经公司现任法定代表人、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

员）签字并盖章的比较式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

2、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签字的内部审计报告。

吉林利源精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2月26日

证券代码：

000861

证券简称：海印股份 公告编号：

2019-21

号

证券代码：

127003

证券简称：海印转债

广东海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新余海和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认购

深圳市麦达数字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的进展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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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

新余海和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海和投资” ）系广东海印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与上海勤弘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共同发起设立的战略转型投

资基金。 2015年7月1日，海和投资与深圳市麦达数字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麦达数

字” ）（ 证券简称：麦达数字，证券代码：002137）签订认购协议，海和投资拟认购其

为重组募集配套资金所发行的股份，认购股数3,488.3720万股，认购金额为30,000.00万

元。（详见公司于2015年7月2日披露的2015-46号《关于新余海和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

伙）认购深圳市实益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的公告》）

2016年1月20日，麦达数字非公开增发股份上市，海和投资持有麦达数字股份数量为

3,488.3720万股，占总股本的比例为6.04%。海和投资承诺因本次交易取得的股份，自股份

发行完成之日起36月内不得转让。（详见公司于2016年1月19日披露的2016-03号《关于

新余海和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认购深圳市麦达数字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的进展

公告》）

2019年1月21日， 海和投资所持有的3,488.3720万股股份的36个月锁定承诺期已经

届满，麦达数字已为其申请办理解除限售，并上市流通。

二、进展

2019年2月26日，海和投资向麦达数字出具《关于集中竞价减持公司股份计划的告知

函》，海和投资计划在麦达数字发布减持预披露公告之日起15个交易日后的6个月内以集

中竞价方式减持11,569,900股（不超过麦达数字总股本的2%）。 本次减持不设置价格区

间，未来海和投资将根据市场价格确定。

特此公告

广东海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二月二十七日

证券代码：

002876

证券简称：三利谱 公告编号：

2019-005

深圳市三利谱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度业绩快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本公告所载2018年度的财务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已经公司内部审计部

门审计，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与年度报告中披露的最终数据可能存在差异，请投资者

注意投资风险。

一、2018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单位：人民币 元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营业总收入 882,960,371.21 817,613,769.33 7.99%

营业利润 28,500,425.22 90,648,381.83 -68.56%

利润总额 28,509,893.52 94,754,598.46 -69.9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27,556,866.45 82,203,942.95 -66.48%

基本每股收益（元） 0.34 1.15 -70.4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09% 11.87% -8.78%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总资产 1,944,880,225.92 1,687,452,922.90 15.2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所有者

权益

881,419,294.83 877,862,428.39 0.41%

股本 80,000,000.00 80,000,000.00 0.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每股净

资产（元）

11.02 10.97 0.46%

注：表内数据为公司合并报表数据。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1、报告期的经营情况、财务状况及影响经营业绩的主要因素

2018年度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8.83亿元，较上年同期上升7.99%；利润总额2,850.99

万元，较上年同期下降69.91%；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2,755.69万元，较上年同期

下降66.48%，扣非后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712.87万元，较去年下降88.66%；

截至2018年12月31日，公司总资产194,488.02万元，较上年同期上涨15.26%归属于

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88,141.93万元，较上年同期上涨0.41%。

2、财务指标增减变动幅度达30%以上的主要原因说明

2018年度营业利润较上年同期下降68.56%，利润总额较上年同期下降69.91%，归属

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较上年同期下降66.48%，主要原因是：(1)本期公司子公司合肥三

利谱客户审厂进度延缓，导致产能释放延迟、单位生产成本较高；（2）本期日元、美元对人

民币升值，公司大部分原材料采购都是以日元、美元结算，由此导致材料成本上涨、汇兑损

失增加。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公司于2018年10月23日披露2018年第三季度报告， 其中对2018年度经营业绩 的预

计情况为：2018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盈利2,877.14万元至4,521.21万元。

本业绩快报预计2018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2,755.69万元， 低于业绩预告

下限的金额为121.45万元，差异比例低于10%，不存在重大差异。

四、备查文件

1、经公司现任法定代表人、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会计机构负责人签字并盖章的比

较式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

2、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签字的内部审计报告。

特此公告。

深圳市三利谱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2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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