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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建信瑞丰添利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经理变更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19年8月8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建信瑞丰添利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建信瑞丰添利混合

基金主代码 003319

基金管理人名称 建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公告依据 《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基金经理变更类型 增聘基金经理

新任基金经理姓名 牛兴华

共同管理本基金的其他基金经理姓名 朱建华

2.�新任基金经理的相关信息

新任基金经理姓名 牛兴华

任职日期 2019-08-06

证券从业年限 8年

证券投资管理从业年限 8年

过往从业经历

2010年9月，加入中诚信国际信用评级有限责任公司，担任高级分析师；2013年4月加入本公司，

历任债券研究员、基金经理。

其中：管理过公募基金的名称及期间

基金主代码 基金名称 任职日期 离任日期

006500

建信润利增强债券型证券投资

基金

2018-03-26 -

000270

建信安心保本混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

2018-04-20 -

003831

建信鑫瑞回报灵活配置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

2017-03-01 -

001304

建信鑫安回报灵活配置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

2015-05-14 -

001253

建信回报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

2015-05-13 -

001205

建信稳健回报灵活配置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

2015-04-17 -

003830

建信鑫悦回报灵活配置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

2016-12-02 2018-04-02

003057

建信瑞盛添利混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

2016-10-25 2017-12-06

002377

建信目标收益一年期债券型证

券投资基金

2016-02-22 2018-01-23

001408

建信鑫丰回报灵活配置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

2015-06-16 2018-01-23

001498

建信鑫荣回报灵活配置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

2016-12-23 2017-12-29

001858

建信安心保本二号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

2015-10-29 2017-07-12

001519

建信鑫裕回报灵活配置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

2015-07-02 2015-11-25

000875

建信稳定得利债券型证券投资

基金

2014-12-02 2017-06-30

是否曾被监管机构予以行政处罚或采取行政监管措施 否

是否已取得基金从业资格 是

国籍 中国

学历、学位 硕士

是否已按规定在中国基金业协会注册/登记 是

3.�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上述事项已按有关规定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北京监管局备案。

特此公告。

建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2019年8月8日

关于建信稳定添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经理变更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19年8月8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建信稳定添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建信稳定添利债券

基金主代码 000435

基金管理人名称 建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公告依据 《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基金经理变更类型 增聘基金经理

新任基金经理姓名 牛兴华

共同管理本基金的其他基金经理姓名 朱建华

2.�新任基金经理的相关信息

新任基金经理姓名 牛兴华

任职日期 2019-08-06

证券从业年限 8年

证券投资管理从业年限 8年

过往从业经历

2010年9月，加入中诚信国际信用评级有限责任公司，担任高级分析师；2013年4月加入本公司，

历任债券研究员、基金经理。

其中：管理过公募基金的名称及期间

基金主代码 基金名称 任职日期 离任日期

006500

建信润利增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

金

2018-03-26 -

000270

建信安心保本混合型证券投资基

金

2018-04-20 -

003831

建信鑫瑞回报灵活配置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

2017-03-01 -

003830

建信鑫悦回报灵活配置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

2016-12-02 2018-04-02

001304

建信鑫安回报灵活配置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

2015-05-14 -

001253

建信回报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

资基金

2015-05-13 -

001205

建信稳健回报灵活配置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

2015-04-17 -

003057

建信瑞盛添利混合型证券投资基

金

2016-10-25 2017-12-06

002377

建信目标收益一年期债券型证券

投资基金

2016-02-22 2018-01-23

001408

建信鑫丰回报灵活配置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

2015-06-16 2018-01-23

001498

建信鑫荣回报灵活配置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

2016-12-23 2017-12-29

001858

建信安心保本二号混合型证券投

资基金

2015-10-29 2017-07-12

001519

建信鑫裕回报灵活配置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

2015-07-02 2015-11-25

000875

建信稳定得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

金

2014-12-02 2017-06-30

是否曾被监管机构予以行政处罚或采取行政监管措施 否

是否已取得基金从业资格 是

国籍 中国

学历、学位 硕士

是否已按规定在中国基金业协会注册/登记 是

3.�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上述事项已按有关规定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北京监管局备案。

特此公告。

建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2019年8月8日

关于建信稳定增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经理变更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19年8月8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建信稳定增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建信稳定增利债券

基金主代码 530008

基金管理人名称 建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公告依据 《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基金经理变更类型 增聘基金经理

新任基金经理姓名 黎颖芳

共同管理本基金的其他基金经理姓名 朱建华

2.�新任基金经理的相关信息

新任基金经理姓名 黎颖芳

任职日期 2019-08-06

证券从业年限 18

证券投资管理从业年限 13

过往从业经历

2000年7月加入大成基金管理公司，先后在金融工程部、规划发展部任职。 2005年11月

加入本公司，历任研究员、高级研究员、基金经理助理、基金经理、资深基金经理。

其中：管理过公募基金的名称及期间

基金主代码 基金名称 任职日期 离任日期

006791

建信睿兴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

基金

2019-04-26 -

005375

建信睿和纯债定期开放债券型

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2018-02-02 -

003583

建信稳定鑫利债券型证券投资

基金

2017-01-06 -

003681

建信睿享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

基金

2016-11-08 -

003394

建信恒安一年定期开放债券型

证券投资基金

2016-11-08 -

000346

建信安心回报6个月定期开放债

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2019-04-25 -

000346

建信安心回报两年定期开放债

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2016-06-01 2019-01-29

001948

建信稳定丰利债券型证券投资

基金

2015-12-08 -

000875

建信稳定得利债券型证券投资

基金

2014-12-02 -

530021 建信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2012-11-15 -

003249

建信恒丰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

基金

2016-12-15 2017-08-03

530012 建信保本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2011-01-18 2014-01-22

530008

建信稳定增利债券型证券投资

基金

2009-02-19 2011-05-11

是否曾被监管机构予以行政处罚或采取行政监管措施 否

是否已取得基金从业资格 是

国籍 中国

学历、学位 硕士

是否已按规定在中国基金业协会注册/登记 是

3.�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上述事项已按有关规定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北京监管局备案。

特此公告。

建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2019年8月8日

关于建信鑫丰回报灵活配置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基金经理变更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19年8月8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建信鑫丰回报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建信鑫丰回报灵活配置混合

基金主代码 001408

基金管理人名称 建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公告依据 《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基金经理变更类型 增聘基金经理

新任基金经理姓名 朱虹

共同管理本基金的其他基金经理姓名 朱建华

2.�新任基金经理的相关信息

新任基金经理姓名 朱虹

任职日期 2019-08-07

证券从业年限 12年

证券投资管理从业年限 12年

过往从业经历

2007年1月至2009年4月任长城人寿保险公司债券投资助理；2009年4月至2011年12月任天弘

基金管理公司固定收益部总监助理；2012年1月至2014年5月任万家基金管理公司固定收益部

总监；2015年8月至今历任我公司投资管理部副总监、固定收益投资部副总监、副总经理、基金

经理。

其中：管理过公募基金的名称及期间

基金主代码 基金名称 任职日期 离任日期

530017 建信双息红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2018-04-20 -

003427

建信恒远一年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

投资基金

2016-11-17 -

000207 建信双债增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2016-06-01 -

002281

建信裕利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

2018-01-11 2018-08-10

002281

建信安心保本三号混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

2016-01-04 2018-01-10

001858

建信鑫利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

2017-11-04 2018-08-10

001858

建信安心保本二号混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

2015-10-29 2017-11-03

是否曾被监管机构予以行政处罚或采取行政监管措施 否

是否已取得基金从业资格 是

国籍 中国

学历、学位 硕士

是否已按规定在中国基金业协会注册/登记 是

3.�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上述事项已按有关规定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北京监管局备案。

特此公告。

建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2019年8月8日

关于建信转债增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经理变更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19年8月8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建信转债增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建信转债增强债券

基金主代码 530020

基金管理人名称 建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公告依据 《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基金经理变更类型 增聘基金经理

新任基金经理姓名 李峰

共同管理本基金的其他基金经理姓名 朱建华

2.�新任基金经理的相关信息

新任基金经理姓名 李峰

任职日期 2019-08-06

证券从业年限 12年

证券投资管理从业年限 6年

过往从业经历

曾任清华紫光股份有限公司财务会计助理，2007年4月至2012年9月任华夏基金管理公司

基金会计业务经理、 风控高级经理，2012年9月至2015年6月任建信基金管理公司交易员、

交易主管，2015年7月至2016年6月任银华基金管理公司询价研究主管，2016年6月加入我

公司历任基金经理助理、基金经理。

其中：管理过公募基金的名称及期间

基金主代码 基金名称 任职日期 离任日期

006989

建信中短债纯债债券型证券投

资基金

2019-03-08 -

005455

建信睿丰纯债定期开放债券型

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2018-03-14 -

005375

建信睿和纯债定期开放债券型

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2018-02-02 -

003583

建信稳定鑫利债券型证券投资

基金

2017-05-15 -

165311

建信信用增强债券型证券投资

基金

2017-05-15 -

是否曾被监管机构予以行政处罚或采取行政监管措施 否

是否已取得基金从业资格 是

国籍 中国

学历、学位 硕士

是否已按规定在中国基金业协会注册/登记 是

注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上述事项已按有关规定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北京监管局备案。

特此公告。

建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2019年8月8日

证券简称：南京高科 证券代码：

600064

编号：临

2019-033

号

南京高科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增持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股份

及相关增持计划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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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增持标的名称：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无限售流通股A股股票

●增持金额：本次增持12,030.37万元（含手续费），公司计划自本次增持之日起至2020年4月30日

止，在增持价格不高于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最近一期披露的每股净资产的前提下，通过上海证券交易

所交易系统以自有资金累计增持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股份不高于8亿元。

●风险提示：投资收益未达预期的风险、增持计划实施的不确定性风险

一、本次增持概述

1、增持主体：南京高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

2、本次增持实施前，公司持有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京银行” ）股份799,587,099

股，占其总股本的9.43%。

3、本次增持情况：基于对南京银行未来发展的信心和价值成长的认可，2019年8月6日、8月7日，公司

以自有资金12,030.37万元（含手续费）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增持南京银行

股份15,207,428股，占南京银行总股本的比例为0.18%，增持均价为7.91元/股。 本次增持后，公司合计持

有南京银行股份814,794,527股，占其总股本的9.61%。

4、 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授权管理层对公司所投项目中已在A股上市公司的股票根据市

场情况择机运作，新增净投入资金不超过8亿元，授权期限到2020年4月30日。 本次增持在上述授权范围

内，且不属于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相关增持计划

1、增持目的：基于对南京银行未来发展的信心和价值成长的认可。

2、增持股份的方式：包括但不限于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集中竞价、大宗交易等方式。

3、增持股份的种类：南京银行无限售流通股A股。

4、增持股份的价格和金额：在增持价格不高于南京银行最近一期披露的每股净资产的前提下，累计

增持不高于8亿元（含本次已增持的股份）。

5、增持计划实施期限：受南京银行实施非公开发行股票、公布定期报告等重大事项窗口期影响，同时

基于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对管理层择机运作公司所持上市公司股票的授权期限，本次增持计

划的实施期限为自本次增持之日起至2020年4月30日止。

6、增持股份的资金安排：自有资金。

三、增持标的的基本情况

标的名称：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1996年2月

目前总股本：848,220.7924万股

注册地址：江苏省南京市中山路288号

法定代表人：胡升荣

经营范围：吸收公众存款；发放短期、中期和长期贷款；办理国内外结算；办理票据承兑和贴现；发行

金融债券等。

南京银行最近一年又一期主要财务数据及指标情况如下所示：

表：南京银行最近一年又一期主要财务数据及指标情况

单位：亿元

项目

2018年12月31日

（经审计）

2019年3月31日

（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12,432.69 13,182.33

贷款总额 4,803.40 5,170.27

负债总额 11,645.03 12,355.67

存款总额 7,705.56 8,537.21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股东权益 778.08 816.71

项目

2018年

（经审计）

2019年1-3月

（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 274.06 86.91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10.73 33.20

（注：上述2018年度相关数据经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并出具标准无保留意

见的审计报告，该事务所具有从事证券、期货业务资格。 ）

四、增持计划对公司的影响

南京银行近年来业绩稳健，公司作为其第三大股东与其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此次增持计划是基

于公司对南京银行未来发展的信心和价值成长的认可，预计将对公司相关投资收益产生积极影响。

五、增持计划的风险分析

1、投资收益未达预期的风险：虽然南京银行具备了较强的竞争能力，但受到宏观经济形势、行业监管

政策、资本市场走势等多种因素影响，南京银行的经营业绩可能未达预期，股价也可能在一定时期内波

动，上述因素均可能导致本次增持的收益未达预期。

2、增持计划实施的不确定性风险：南京银行股价波动可能导致增持计划的实施时间和增持金额存在

一定不确定性。

六、其他相关说明

1、公司承诺，在增持实施期间及法定期限内不减持所持有的南京银行股份。

2、公司将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时履行后续增持计划实施相关的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南京高科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九年八月八日

股票简称：南京高科 股票代码：

600064

编号：临

2019-034

号

南京高科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子公司竞得土地使用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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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8月7日，公司控股子公司南京高科置业有限公司参加了南京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公开出让

的竞买，并以52,000万元人民币竞得NO.2019G41号地块。

南京市NO.2019G41号地块位于栖霞区迈皋桥街道，东至北苑西路，南至华电东路，西至住宅小区，北

至方圆绿茵小区。该地块总用地面积20,622.15平方米，出让面积20,622.15平方米，1.01≤容积率≤1.55，

建筑密度≤35%，为二类居住用地，挂牌出让起始价为45,000万元。

特此公告。

南京高科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九年八月八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