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旗下基金投资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公告

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旗下基金参加了湘潭电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证券简称：湘潭电化，代码：002125）

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的认购。 湘潭电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已发布《湘潭电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情况报

告暨上市公告书》，公布了本次非公开发行结果。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基金投资非公开发行股票等流通受限证券有关问题的通知》等

有关规定，本公司现将旗下公募基金投资湘潭电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的相关信息公告如下：

基金名称

认购数量

（股）

总成本（元）

总成本占

基金

资产净值

比例

账面价值

（元）

账面价值占

基金资产净

值比例

限售期

华夏收入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724,637

4,999,

995.30

0.21%

5,376,

806.54

0.22% 6个月

华夏盛世精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449,275

9,999,

997.50

0.94%

10,753,

620.50

1.01% 6个月

注：基金资产净值、账面价值为2020年5月19日数据。

特此公告

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二〇年五月二十一日

银华大盘精选两年定期开放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上市交易提示性公告

银华大盘精选两年定期开放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定于2020年5月21日开始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 场内简称为 “银华大

盘” ，交易代码：161837。

经基金托管人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复核，2020年5月20日银华大盘精选两年定期开放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的基金份额净

值为1.1328元。 上市首日以该基金份额净值1.133元（四舍五入至0.001元）为开盘参考价，并以此为基准设置涨跌幅限制，幅度为10%。

特此公告

银华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5月21日

银华全球核心优选证券投资基金

因境外交易所休市暂停及恢复申购、

赎回及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20年5月21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银华全球核心优选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银华全球优选（QDII-FOF）

基金主代码 183001

基金管理人名称 银华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银华全球核心优选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和《银华全球核

心优选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

暂停相关业务的

起始日及原因说

明

暂停申购起始日 2020年5月25日

暂停赎回起始日 2020年5月25日

暂停定期定额投资起始日 2020年5月25日

暂停申购、 赎回及定期定额投资的

原因说明

根据《银华全球核心优选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银华全球

核心优选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的有关规定以及银华全球

核心优选证券投资基金的投资运作情况，上海证券交易所、深圳

证券交易所、美国纽约证券交易所和香港联合交易所同时开放

交易的工作日为银华全球核心优选证券投资基金 （以下简称

“本基金” ）的开放日。 鉴于2020年5月25日是纽约证券交易所

的休市日， 本基金管理人决定于2020年5月25日起暂停本基金

的申购、赎回及定期定额投资业务。

恢复相关业务的

日期及原因说明

恢复申购日 2020年5月26日

恢复赎回日 2020年5月26日

恢复定期定额投资日 2020年5月26日

恢复申购、 赎回及定期定额投资的

原因说明

纽约证券交易所自2020年5月26日起恢复正常交易， 本基金管

理人因此自该日起恢复本基金的申购、赎回及定期定额投资业

务。

注：2020年5月25日为美国公众假日—阵亡将士纪念日。

2�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1、根据本基金管理人于2017年1月9日发布的《银华全球核心优选证券投资基金恢复办理10万元以下（含10万元）申购（含定期

定额投资）业务的公告》，本基金于2020年5月26日仅恢复办理10万元以下（含10万元）的申购（含定期定额投资）业务,并继续暂停

本基金10万元以上的申购（含定期定额投资）业务。 如单日某基金账户单笔申购本基金的金额超过10万元，本基金将确认该笔申购失

败；如单日某基金账户多笔累计申购本基金的金额超过10万元，本基金将按申购金额大小排序，逐笔累加至符合不超过10万元限额的

申请确认成功，其余确认失败。 敬请投资者留意。

2、若境外交易所休市日安排、境外主要投资场所状况等发生变化，或根据法律法规、基金合同等规定需要调整上述事项的，本公司

将相应调整并及时公告。 为避免因境外交易所休市原因带来的不便，请投资者提前进行相关的业务安排。 投资者可登录本公司网站

（www.yhfund.com.cn）或拨打本公司客户服务电话（010-85186558或者400-678-3333）获取相关信息。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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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请投资者留

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银华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5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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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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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0年5月20日

（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昆山皇冠国际会展酒店（江苏省昆山市前进西路1277号）7楼国际2厅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表决权数量的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9

普通股股东人数 29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94,551,583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94,551,583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39.3965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39.3965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会议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苏州泽璟生物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章程》的规定。 会议由公司 董事会召集，董事长 ZELIN� SHENG（盛泽林）先生主持会议。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9人，其中 ZELIN� SHENG（盛泽林）、陆惠萍、JISHENG� WU（吴济生）、吴萍现场出席本次会议，吴

艺明、李旼、RUYI� HE（何如意）、杨翠华、张炳辉以通讯方式出席本次会议；

2、 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其中徐志刚、郑俪姮现场出席本次会议，周毓以通讯方式出席本次会议；

3、 副总经理兼董事会秘书高青平现场出席本次会议；副总经理兼财务负责人黄刚、副总经理吕彬华现场列席本次会议，公司聘请

的见证律师列席本次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19年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94,550,658 99.9990 925 0.0010 0 0.0000

2、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19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94,550,658 99.9990 925 0.0010 0 0.0000

3、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19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94,550,658 99.9990 925 0.0010 0 0.0000

4、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19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94,550,658 99.9990 925 0.0010 0 0.0000

5、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0年度财务预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94,550,658 99.9990 925 0.0010 0 0.0000

6、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19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94,550,658 99.9990 925 0.0010 0 0.0000

7、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19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94,549,558 99.9979 2,025 0.0021 0 0.0000

8、议案名称：《关于续聘公司2020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94,550,658 99.9990 925 0.0010 0 0.0000

9、议案名称：《关于公司董事、监事2020年度薪酬（津贴）标准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94,549,558 99.9979 2,025 0.0021 0 0.0000

10、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0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94,549,558 99.9979 2,025 0.0021 0 0.0000

11、议案名称：《关于修订〈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94,549,558 99.9979 2,025 0.0021 0 0.0000

（二）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7

《关于公司 2019�年度

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10,228,

191

99.9802 2,025 0.0198 0 0.0000

8

《关于续聘公司 2020�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10,229,

298

99.9910 925 0.0090 0 0.0000

10

《关于公司 2020�年度

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

案》

10,228,

191

99.9802 2,025 0.0198 0 0.0000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以上议案均为普通决议议案，已获得出席本次会议股东或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二分之一以上通过，其中第7、8、10

项议案对中小投资者进行了单独计票。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君合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

律师：许晟骜、龚灵毅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

《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苏州泽璟生物制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5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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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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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0年5月20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上海市协和路193号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77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9,799,664,778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80.5353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现场会议由公司董事长张玉良先生主持。 会议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 会

议的召集、召开、表决方式、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11人，出席3人，其他董事因工作原因未出席本次会议；

2、 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1人，其他监事因工作原因未出席本次会议；

3、 公司董事会秘书王晓东先生出席了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19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9,791,936,981 99.9211 611,200 0.0062 7,116,597 0.0727

2、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19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9,791,188,081 99.9135 1,360,100 0.0138 7,116,597 0.0727

3、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19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9,792,001,481 99.9218 546,700 0.0055 7,116,597 0.0727

4、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19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9,799,081,578 99.9940 525,500 0.0053 57,700 0.0007

5、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19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9,791,970,981 99.9214 579,200 0.0059 7,114,597 0.0727

6、议案名称：关于聘请公司2020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9,763,477,814 99.6307 12,048,122 0.1229 24,138,842 0.2464

7、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0年房地产项目储备权益土地总投资额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9,607,034,793 98.0343 186,115,563 1.8992 6,514,422 0.0665

8、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0年度担保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9,514,736,453 97.0924 284,839,925 2.9066 88,400 0.0010

9、议案名称：关于变更公司董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9,776,623,947 99.7648 20,034,014 0.2044 3,006,817 0.0308

10、议案名称：关于变更公司监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9,762,292,116 99.6186 33,851,145 0.3454 3,521,517 0.0360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4

关于公司2019年度

利润分配预案的议

案

611,540,623 99.9047 525,500 0.0858 57,700 0.0095

6

关于聘请公司2020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

案

575,936,859 94.0882 12,048,122 1.9682 24,138,842 3.9436

8

关于公司2020年度

担保额度的议案

327,195,498 53.4525 284,839,925 46.5330 88,400 0.0145

9

关于变更公司董事

的议案

589,082,992 96.2359 20,034,014 3.2728 3,006,817 0.4913

10

关于变更公司监事

的议案

574,751,161 93.8945 33,851,145 5.5301 3,521,517 0.5754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上述第4、6、8至10项议案对持股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进行了单独计票。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

律师：陈轶、俞爱婉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上市

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和《绿地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

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 备查文件目录

1、 绿地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 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为本次股东大会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绿地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5月21日

证券代码：

603538

证券简称：美诺华 公告编号：

2020-048

宁波美诺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进展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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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内容提示：

●现金管理受托方：分别为浙江稠州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本次现金管理金额：共计人民币15,000万元；

●产品名称：分别为浙江稠州银行“如意宝” RY200007期机构理财产品、宁波银行“单位结构性存款” 、中信银行“共赢智信利率

结构34354期人民币结构性存款产品” ；

●产品期限：分别为91天、90天、92天；

●履行的审议程序：已经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一、本次现金管理概况

（一）现金管理目的及履行的审议程序

为进一步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宁波美诺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0年5月11日召开2019年年度股东大

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同意在确保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和募集资金使用的情况下，

公司（包括控股子公司）使用单日最高余额不超过人民币25,000万元的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择机、分阶段购买流动性好且保

本的投资产品，在上述额度及授权期限内，资金可循环滚动使用，并由公司财务部门负责实施，期限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

公司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召开之日止。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保荐机构已分别对此事项发表了明确的同意意见。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0年4月21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公告》（ 公告编号：

2020-034）。

（二）资金来源

1、资金来源：闲置募集资金

2、募集资金基本情况：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7]344号批文核准，并经上海证券交易所同意，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人民币普通股股票3,000万股， 每股发行价为人民币14.03元， 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420,900,000.00元， 扣除发行费用人民币39,

450,000.00元，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381,450,000.00元。该募集资金已于2017年3月30日全部到账，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

伙）对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资金到位情况进行了审验，并出具《验资报告》（信会师报字[2017]第ZF10241号）。 公司已对上述募

集资金进行专户存储管理。

（三）本次现金管理的基本情况

1、公司子公司安徽美诺华药物化学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徽美诺华” ）于2020年5月19日购买了浙江稠州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发行的“‘如意宝’ RY200007期机构理财产品” ，具体情况如下:

受托方名称

产品

类型

产品

名称

收益

类型

结构化安

排

金额

（万元）

浙江稠州商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

银行理财产品

“如意宝” RY200007期机构

理财产品

保本浮动

收益

无 5,000

预计年化收益率

预计收益

金额(万元)

产品期限（天） 起息日 到期日

是否构成关

联交易

0-3.40% 0-42.38 91 2020-05-20 2020-08-19 否

2、公司于2020年5月19日购买了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单位结构性存款，具体情况如下:

受托方名称

产品

类型

产品

名称

收益

类型

结构化安排

金额

（万元）

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银行理财产品 “单位结构性存款”

保本浮动收

益

无 5,000

预计年化收益率

预计收益

金额(万元)

产品期限（天） 起息日 到期日

是否构成关

联交易

3.15%或1.0% 38.84或12.33 90 2020-05-21 2020-08-19 否

3、公司子公司安徽美诺华于2020年5月19日购买了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发行的“共赢智信利率结构34354期人民币结构性存款

产品” ，具体情况如下:

受托方名称

产品

类型

产品

名称

收益

类型

结构化安

排

金额

（万元）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银行理财产品

“共赢智信利率结构34354期

人民币结构性存款产品”

保本浮动

收益

无 5,000

预计年化收益率

预计收益

金额(万元)

产品期限（天） 起息日 到期日

是否构成关

联交易

1.48%-3.85% 18.65-48.52 92 2020-05-20 2020-08-20 否

（四）公司对现金管理相关风险的内部控制

本次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购买的投资产品均为保本型产品， 公司经营管理层已经对其投资风险进行了严格的事前评

估，评估符合公司内部资金管理的要求。产品发行主体已提供保本承诺，使用额度未超过股东大会的授权范围。本次现金管理符合内部

控制要求。

二、本次现金管理的具体情况

（一）合同主要条款

1、浙江稠州商业银行“‘如意宝’ RY200007期机构理财产品” 合同主要条款

产品名称 “如意宝” RY200007期机构理财产品（产品编码：RY200007）

产品收益类型 保证浮动收益

本金及收益返还 理财产品提前终止或期满时，根据实际投资情况一次性返还本金及收益。

预期年化收益率

1.若本理财产品所投的金融资产正常运作，扣除相关费用后，A款产品预计客户年化收益率

为3.4%；

2.若本理财产品所投的金融资产未能正常运作，预计年化收益率可能低于上述预计的年

化收益率，甚至收益为0；

产品费用

1.理财资金托管年化费用小于万分之三，到期后从理财财产中一次性收取；

2.银行管理费：若理财产品年化到期收益率（扣除理财资金年化托管费率后）〉预计年化

收益率，则收取超过部分作为银行管理费；若理财产品年化到期收益率（扣除理财资金年化

托管费率后）≤预计年化收益率,则不收取银行管理费。

计息基础 实际理财天数/365。

申购与赎回 产品起息后不开放申购与赎回。

清算期

1.到期日（或理财产品实际终止日）到理财资金返还到账日为还本清算期；

2.还本清算期内不计付利息。

产品投资方向

本理财产品销售所募集的资金将投资于信用级别较高、流动性好的金融市场工具，包括但不

限于现金、债券回购、银行存款、同业拆借、国债、金融债、央行票据、AA级(含）以上企业债、

公司债、短期融资券、中小企业集合票据、中期票据等。

投资种类 投资比例

现金 0-20%

货币市场工具等 20-100%

债券资产等 0-80%

提前终止

如投资期内出现市场发生重大变动或突发性事件或其他浙江稠州商业银行认为需要提前终

止本产品的情形时，浙江稠州商业银行有权提前终止本产品。

2、宁波银行“单位结构性存款” 合同主要条款

产品名称 单位结构性存款

产品收益类型 保证浮动收益

付息方式 到期支付

本金及结构性存款

产品收益计算

①本结构性存款产品到期日，由宁波银行承诺全额返还结构性存款本金。

②本结构性存款产品收益兑付日， 由宁波银行承诺根据预设条件支付结构性存款收

益。

③当发生政策风险或其他不可抗力因素时，收益保证条款不适用。

④收益获得条件：

如果存款存续期间内，[AUD/USD]触碰或突破[0.6403,0.6491]的区间，该产品的收益

率为 （高收益）3.15%（年利率）； 如果存款存续期间内，[AUD/USD] 始终位于[0.6403,

0.6491]的区间，则该产品的收益率为（保底收益）1%（年利率）。

⑤结构性存款收益计算公式：

结构性存款收益＝本金×预期年化收益率×实际天数÷365天

本金及收益兑付

①本金支付：产品到期日，宁波银行向投资者归还100%本金，并在到期日划转至投资者指

定账户。

②收益支付：结构性存款收益兑付日，宁波银行向投资者支付结构性存款收益，并在到

期日后2个工作日内划转至投资者指定账户。

提前终止

宁波银行有权提前终止本结构性存款产品，并至少于提前终止日1个工作日通过本行网站（

本行网站（www.nbcb.com.cn�）、营业网点或宁波银行认为适当的其他方式、地点进行公

告。提前终止日后3个工作日（为人民币及挂钩标的相关工作日 ）内将投资者本金及产品实

际存续期内收益划入投资者指定账户。 提前终止日至资金实际到账日之间，投资者资金不

计收益。 投资者实际持有到期收益率需根据产品实际运作情况计算，宁波银行承诺根据预

设条件支付结构性存款收益。

3、中信银行“共赢智信利率结构34354期人民币结构性存款产品” 合同主要条款

产品名称 共赢智信利率结构34354期人民币结构性存款产品（产品编码：C206U012Q）

产品收益类型 保本浮动收益型

到账日

如产品正常到期，本金及收益于产品到期日后0�个工作日内根据实际情况

一次性支付，如中国法定节假日或公休日则顺延至下一工作日。

联系标的 伦敦时间上午11�点的美元3�个月LIBOR。

联系标的定义

美元3�个月伦敦同业拆借利率(3-Month�USD�Libor)，具体数据参考路透

终端“LIBOR01”页面。

产品结构要素

信息

期末价格:�联系标的观察日的定盘价格

联系标的观察日：2020�年08�月18�日，如遇伦敦节假日，则调整至前一个工作日

产品收益率确

定方式

产品预期年化收益率确定方式如下：

1、如果在联系标的观察日伦敦时间上午11�点，联系标的“美元3�个月

LIBOR�利率”小于或等于4.00%且大于或等于-3.00%，产品年化预期收益

率为3.35%；

2、如果在联系标的观察日伦敦时间上午11�点，联系标的“美元3�个月

LIBOR�利率” 大于4.00%，产品年化预期收益率为3.85%。

3、如果在联系标的观察日伦敦时间上午11�点，联系标的“美元3�个月

LIBOR�利率”小于-3.00%，产品年化预期收益率为1.48%。

上述测算收益依据收益区间假定，不等于实际收益，投资须谨慎。

产品费用

1、本产品无认购费。

2、本产品无销售手续费、托管费。

（二）现金管理的资金投向

本次使用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购买的投资产品中，浙江稠州商业银行“‘如意宝’ RY200007期机构理财产品” 的资金投向详见

上述合同条款中的投资范围，宁波银行和中信银行的投资产品均为“结构性存款” ，银行通过结构性利率掉期等方式进行资金运作。

（三）使用募集资金现金管理的说明

本次使用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购买的投资产品均为保本型银行理财产品，产品期限均小于1年，符合安全性高、流动性好的使用

条件要求。 公司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的情况，本次使用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不影响募投项目的正常进行，不存在损害股东

利益的情况。

（四）风险控制分析

针对投资风险，公司采取的措施包括：

1、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投资产品，公司经营管理层需事前评估投资风险，且产品发行主体需提供保本承诺。 公司经营管理层将跟踪

闲置募集资金所投资产品的投向、项目进展情况等，如发现可能影响资金安全的风险因素，将及时采取相应的保全措施，控制安全性风

险。

2、公司财务部门将及时分析和跟踪产品投向、项目进展情况，如发现或判断有不利因素，将及时采取相应措施，严格控制投资风

险。

3、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有权对上述闲置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与检查，必要时可以聘请专业机构进行审计。

三、现金管理受托方的情况

1、本次现金管理受托方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均为国内已上市商业银行，与公司、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

控制人之间无关联关系。

2、本次现金管理受托方浙江稠州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的基本情况

最近一年又一期主要财务指标如下，浙江稠州银行与公司、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之间无关联关系：

名称 成立时间 法定代表人

注册资本

（万元）

主营业务

主要股东及实际控

制人

是否为本次交

易专设

浙江稠州商业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

1987-06-25 金子军 350,000

经营金融业

务

伊厦房地产开发有

限公司等62家单位

否

单位：人民币亿元

项目

2019年12月31日/

2019年度

2020年3月31日/

2020年第一季度

资产总额 2,342.53 2,192.39

负债总额 2,161.49 2,013.13

所有者权益（净资产） 181.04 179.25

营业收入 65.60 19.05

净利润 18.09 4.93

四、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最近一年及一期主要财务指标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2019年12月31日/2019年度

（经审计）

2020年3月31日/2020年第一季度（未经

审计）

资产总额 261,396.95 279,233.18

负债总额 104,544.97 117,755.0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资产

136,414.21 140,801.7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17,975.19 9,670.80

截至2020年3月31日，公司货币资金余额为53,968.69元。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银行理财产品余额为15,000万元，占最近一期期末

货币资金的27.79%。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有利于提高闲置募集资金的现金管理收益，不会影响募集资金项目建设和募

集资金使用，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的情形。 公司本次现金管理对公司未来

主营业务、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等不会造成重大的影响。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规定，公司本次购买的宁波银行发行的“单位结构性存款” 和浙江稠州商业银行发行的“如意宝” RY200007期

机构理财产品” 通过资产负债表“交易性金融资产”列报，利息收益计入投资收益（未经审计）。 本次购买的中信银行发行的“共赢智

信利率结构34354期人民币结构性存款产品” 通过资产负债表“银行存款”列报，利息收益计入财务费用（未经审计）。

五、风险提示

公司购买的上述理财产品均为保本浮动收益型的投资产品，属于低风险投资产品，但金融市场受宏观经济、财政及货币政策的影

响较大，不排除该项投资可能受到市场波动、宏观金融政策变化等影响。

六、截至本公告日，公司最近十二个月使用募集资金委托理财的情况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序号 理财产品类型 实际投入金额 实际收回本金 实际收益 尚未收回本金金额

1 银行理财产品 15,000 4,9500 413.84 15,000

合计 15,000 4,9500 413.84 15,000

最近12个月内单日最高投入金额 15,000

最近12个月内单日最高投入金额/最近一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1.00%

最近12个月现金管理累计收益/最近一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74%

目前已使用的理财额度 15,000

尚未使用的理财额度 10,000

总理财额度 25,000

注1：根据公司2017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2018年6月20日至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召开之日（实

际召开日为2019年6月21日）期间，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授权额度为25,000万元；根据公司2018年年度股东大

会决议，2019年6月21日至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召开之日(实际召开日：2020年5月11日)期间，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

授权额度为15,000万元；根据公司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2020年5月11日至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召开之日期间，公司使用闲置募

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授权额度为25,000万元。

注2：上表中的实际投入金额为最近十二个月公司单日使用闲置募集资金现金管理的最高余额；

注3：上表中的实际收回本金为最近十二个月公司到期理财收回的本金发生额合计；

注4：上表中的实际收益为最近十二个月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现金管理的累计到期收益（包括最近

十二个月前购买但在最近十二个月内到期赎回的理财产品取得的收益金额）。

特此公告。

宁波美诺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5月21日

易方达安源中短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

金增加销售机构、参加销售机构费率

优惠活动的公告

根据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与海银基金销售有限公司、上海汇付基金销售有限公司、中信建投期货有限

公司签署的基金销售服务协议，自2020年5月21日起，本公司增加上述销售机构为易方达安源中短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

“本基金” ）销售机构并开通相关业务。 同时，为满足广大投资者的理财需求，经本公司与上述销售机构协商一致，自2020年5月21日

起，本基金A类基金份额参加上述销售机构申购及定期定额投资费率优惠活动。

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适用基金及业务范围

投资者可通过上述销售机构办理本基金的相关业务，具体的业务流程、办理时间和办理方式以相关销售机构的规定为准。

序号 基金代码 基金名称

申购赎回业

务

定期定额

投资

转换

业务

是否参加费率

优惠

1 110052 易方达安源中短债债券型基金C 开通 开通 开通 不参加

2 110053 易方达安源中短债债券型基金A 开通 开通 开通 参加

二、关于本公司在上述销售机构推出本基金的定期定额投资业务及本基金A类基金份额参加上述销售机构申购及定期定额投资费

率优惠活动

1.关于本公司在上述销售机构推出本基金的定期定额投资业务

定期定额投资业务是指投资者可通过基金管理人指定的销售机构提交申请，约定每期扣款时间、扣款金额，由指定的销售机构于

每期约定扣款日在投资者指定资金账户内自动完成扣款，并提交基金申购申请的一种长期投资方式，该业务相关规定如下：

（1）除另有公告外，定期定额投资费率与日常申购费率相同。

（2）定期定额投资每期扣款金额：本基金每类基金份额的每期扣款金额不低于人民币1元，不设金额级差。 各销售机构可在此基础

上规定各自的最低扣款金额。 上述销售机构将按照与投资者申请时所约定的每期约定扣款日、扣款金额扣款，并在与基金日常申购业

务相同的受理时间内提交申请。 若遇非基金开放日时，扣款是否顺延以相关销售机构的具体规定为准。 具体扣款方式以相关销售机构

的相关业务规则为准。

（3）基金的注册登记人按照基金申购申请日（T日）的基金份额净值为基准计算申购份额，申购份额通常将在T+1工作日确认成

功后直接计入投资者的基金账户，投资者可自T+2工作日起查询申购成交情况。

（4）当发生限制申购或暂停申购的情形时，除另有公告外，定期定额投资与日常申购按相同的原则确认。

（5）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的其它具体办理程序请遵循上述销售机构的有关规定。

2.关于本基金A类基金份额参加上述销售机构申购及定期定额投资费率优惠活动

费率优惠活动自2020年5月21日起开展，暂不设截止日期。 若有变动，以上述销售机构相关公告为准。

费率优惠活动期间，投资者通过上述销售机构申购或定期定额投资本基金A类基金份额，享有基金申购费率4折优惠，即实收申购

费率＝原申购费率×0.4；原申购费率为固定费用的，则按原申购费率执行。

本基金的原申购费率参见基金的相关法律文件及本公司发布的最新相关公告。

三、重要提示

1.本公司所管理的尚未参加本优惠活动的开放式基金及今后发行的开放式基金是否参与此项优惠活动将根据具体情况确定。本优

惠活动的规则以上述销售机构的规定为准。 投资者欲了解基金产品的详细情况，请仔细阅读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更新）等法

律文件。 本优惠活动仅适用于处于正常申购期的基金产品的日常申购手续费或定期定额投资手续费，不包括基金赎回、转换业务等其

他业务的基金手续费。 费率优惠活动期间，通过上述销售机构办理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的投资者仅享有定期定额投资费率优惠，不同时

享有申购费率优惠。

2. 本公司所管理的尚未开通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的开放式基金及今后发行的开放式基金是否开通定期定额投资业务将根据具体情

况确定并另行公告。 若今后上述销售机构依据法律法规及基金相关法律文件对定期定额投资起点金额进行调整，在不低于本公司对各

基金设定的定期定额投资起点金额的前提下，以相关销售机构最新规定为准。

3.基金转换是指基金份额持有人按照基金合同和基金管理人届时有效公告规定的条件，申请将其持有基金管理人管理的、某一基

金的基金份额转为基金管理人管理的、且由同一注册登记机构办理注册登记的其他基金基金份额的行为。 基金转换业务规则与转换费

用请仔细阅读各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更新）等法律文件及相关公告。

4.本基金最新交易状态请关注本公司相关公告。

5.本公告的解释权归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所有。

四、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

1.海银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银城中路8号402室

办公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银城中路8号海银金融中心4楼

法定代表人：巩巧丽

联系人：毛林

联系电话：021-80133597

客户服务电话：400-808-1016

传真：021-80133413

网址：www.fundhaiyin.com

2.上海汇付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上海市黄浦区黄河路333号201室A区056单元

办公地址：上海市徐汇区宜山路700号普天信息产业园2期C5栋 汇付天下总部大楼

法定代表人：金佶

联系人：甄宝林

联系电话：021-34013996-3011

客户服务电话：021-34013999

传真：021-33323837

网址：www.hotjijin.com

3.中信建投期货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重庆市渝中区中山三路107号上站大楼平街11-B，名义层11-A，8-B4，9-B、C

办公地址：重庆市渝中区中山三路107号皇冠大厦11楼

法定代表人：王广学

联系人：刘芸

联系电话：023-86769637

客户服务电话：400-8877-780

传真：023-86769629

网址：www.cfc108.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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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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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此公告。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0年5月21日

易方达安源中短债债券型证券投资

基金增加销售机构的公告

根据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与13家销售机构签署的基金销售服务协议，自2020年5月21日起，本公司增

加上述销售机构为易方达安源中短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本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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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资者可通过上述销售机构办理本基金的相关业务，具体的业务流程、办理时间和办理方式以相关销售机构的规定为准。

序号 基金代码 基金名称 申购赎回业务 定期定额投资 转换业务

1 110052 易方达安源中短债债券型基金C 开通 开通 开通

2 110053 易方达安源中短债债券型基金A 开通 开通 开通

二、关于本公司在上述销售机构推出本基金的定期定额投资业务

定期定额投资业务是指投资者可通过基金管理人指定的销售机构提交申请，约定每期扣款时间、扣款金额，由指定的销售机构于

每期约定扣款日在投资者指定资金账户内自动完成扣款，并提交基金申购申请的一种长期投资方式，该业务相关规定如下：

1.除另有公告外，定期定额投资费率与日常申购费率相同。

2.定期定额投资每期扣款金额：本基金每类基金份额的每期扣款金额不低于人民币1元，不设金额级差。 各销售机构可在此基础上

规定各自的最低扣款金额。 上述销售机构将按照与投资者申请时所约定的每期约定扣款日、扣款金额扣款，并在与基金日常申购业务

相同的受理时间内提交申请。 若遇非基金开放日时，扣款是否顺延以相关销售机构的具体规定为准。 具体扣款方式以相关销售机构的

相关业务规则为准。

3.基金的注册登记人按照基金申购申请日（T日）的基金份额净值为基准计算申购份额，申购份额通常将在T+1工作日确认成功后

直接计入投资者的基金账户，投资者可自T+2工作日起查询申购成交情况。

4.当发生限制申购或暂停申购的情形时，除另有公告外，定期定额投资与日常申购按相同的原则确认。

5.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的其它具体办理程序请遵循上述销售机构的有关规定。

三、重要提示

1. 本公司所管理的尚未开通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的开放式基金及今后发行的开放式基金是否开通定期定额投资业务将根据具体情

况确定并另行公告。 若今后上述销售机构依据法律法规及基金相关法律文件对定期定额投资起点金额进行调整，在不低于本公司对各

基金设定的定期定额投资起点金额的前提下，以上述销售机构最新规定为准。

2.基金转换是指基金份额持有人按照基金合同和基金管理人届时有效公告规定的条件，申请将其持有基金管理人管理的、某一基

金的基金份额转为基金管理人管理的、且由同一注册登记机构办理注册登记的其他基金基金份额的行为。 基金转换业务规则与转换费

用请仔细阅读各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更新）等法律文件及相关公告。

3.本基金最新交易状态请关注本公司相关公告。

4.本公告的解释权归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所有。

四、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

1.北京百度百盈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海淀区西北旺东路10号院西区4号楼1层103室

办公地址：北京市海淀区西北旺东路10号院西区4号楼

法定代表人：葛新

联系人：孙博超

联系电话：010-59403028

客户服务电话：95055-4

网址：www.baiyingfund.com

2.上海长量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高翔路526号2幢220室

办公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东方路1267号陆家嘴金融服务广场二期11层

法定代表人：张跃伟

联系人：党敏

联系电话：021-20691935

客户服务电话：400-820-2899

传真：021-20691861

网址：www.erichfund.com

3.深圳富济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深圳市福田区福田街道岗厦社区金田路3088号中洲大厦3203A单元

办公地址：深圳市福田区福田街道岗厦社区金田路3088号中洲大厦3203A单元

法定代表人：祝中村

联系人：曾瑶敏

联系电话：0755-83999907

客户服务电话：0755-83999907

传真：0755-83999926

网址：www.fujifund.cn

4.弘业期货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江苏省南京市秦淮区中华路50号

办公地址：江苏省南京市秦淮区中华路50号弘业大厦9楼

法人代表：周剑秋

联系人：张苏怡

联系电话：025-52278981

客户服务电话：400-828-1288

网址：www.ftol.com.cn

5.北京虹点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朝阳区东三环北路17号10层1015室

办公地址：北京市朝阳区东三环北路17号10层1015室

法定代表人：何静

联系人：王重阳

联系电话：010-65951887

客户服务电话：400-618-0707

网址：www.hongdianfund.com

6.济安财富(北京)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太阳宫中路16号院1号楼3层307

办公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太阳宫中路16号院1号楼冠捷大厦3层307单元

法定代表人：杨健

联系人：李海燕

联系电话：010-65309516

客户服务电话：400-673-7010（济安财富官网） 400-071-6766（腾讯财经）

传真：010-65330699

网址：www.jianfortune.com

7.上海利得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上海市宝山区蕴川路5475号1033室

办公地址：上海市虹口区东大名路1098号浦江国际金融广场53层

法定代表人：李兴春

联系人：陈孜明

联系电话：86-021-50583533

客户服务电话：95733

传真：86-21-61101630

网址：www.leadfund.com.cn

8.上海联泰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富特北路277号3层310室

办公地址：上海市长宁区福泉北路518号8座3楼

法定代表人：尹彬彬

联系人：陈东

联系电话：021-52822063

客户服务电话：400-118-1188

传真：021-52975270

网址：www.66zichan.com

9.北京新浪仓石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海淀区东北旺西路中关村软件园二期（西扩）N-1、N-2地块新浪总部科研楼5层518室

办公地址：北京市海淀区西北旺东路10号院东区3号楼为明大厦C座

法定代表人：赵芯蕊

联系人：赵芯蕊

联系电话：010-62625768

客户服务电话：010-62675369

传真：010-62676582

网址：www.xincai.com

10.宜信普泽（北京）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朝阳区西大望路1号9层公寓1008

办公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建国路88号楼SOHO现代城C座18层1809

法定代表人：戎兵

联系人：魏晨

联系电话：010-52413385

客户服务电话：400-6099-200

传真：010-85800047

网址：www.yixinfund.com

11.上海中欧财富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陆家嘴环路333号502室

办公地址：上海市虹口区公平路18号8栋嘉昱大厦6层

法定代表人：许欣

联系人：黎静

联系电话：021-68609600

客户服务电话：400-700-9700

网址：www.qiangungun.com

12.上海中正达广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上海市徐汇区龙腾大道2815号302室

办公地址：上海市徐汇区龙腾大道2815号302室

法定代表人：黄欣

联系人：戴珉微

联系电话：021-33768132

客户服务电话：400-6767-523

传真：021-33768132-802

网址：www.zhongzhengfund.com

13.中证金牛（北京）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丰台区东管头1号2号楼2-45室

办公地址：北京市西城区宣武门外大街甲1号环球财讯中心A座5层

法定代表人：钱昊旻

联系人：沈晨

联系电话：010-59336544

客户服务电话：4008-909-998

网址：www.jnlc.com

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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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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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此公告。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0年5月21日

易方达原油证券投资基金（

QDII

）溢价

风险提示及停复牌公告

近期，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基金管理人” )旗下易方达原油证券投资基金（QDII）A类人民币份额（基金代码：

161129，场内简称：原油基金，以下简称“本基金” ）二级市场交易价格波动较大,请投资者密切关注基金份额净值。 2020年5月18日，本

基金在二级市场的收盘价为0.727元，相对于当日0.4645元的基金份额净值，溢价幅度达到56.51%。截至2020年5月20日，本基金在二级

市场的收盘价为0.700元，明显高于基金份额净值，投资者如果盲目投资于高溢价率的基金份额，可能遭受重大损失。

为了保护基金份额持有人的利益，本基金将于2020年5月21日开市起至当日10：30停牌，自2020年5月21日10：30复牌。

为此，本基金管理人声明如下：

1、本基金为上市开放式基金，除可在二级市场交易外，投资人还可以申购、赎回本基金，申购、赎回价格以申请当日收市后计算的

基金份额净值进行计算，投资者可通过基金管理人网站或交易行情系统查询本基金的最新份额净值。 根据法律法规及基金法律文件的

相关规定，本基金为了基金的平稳运作，保护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已于 2020�年 3�月 25�日起暂停申购及定期定额投资业务，本基

金恢复办理申购及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的时间将另行公告。

2、截至目前，本基金运作正常。 本基金管理人仍将严格按照法律法规及基金合同的相关规定进行投资运作。

3、截至目前，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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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本基金二级市场的交易价格，除了有基金份额净值波动的风险外，还会受到市场供求关系、系统性风险、流动性风险等其他因素

的影响，可能使投资人面临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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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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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此公告。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0年5月21日

永赢医药健康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生效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

2020

年

5

月

21

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永赢医药健康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永赢医药健康

基金主代码 008618

基金运作方式 契约型、开放式

基金合同生效日 2020年5月20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永赢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 及配套法规、《永赢医药健康股

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永赢医药健康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招募说明书》

下属基金份额类别的基金简称 永赢医药健康A 永赢医药健康C

下属基金份额类别的交易代码 008618 008619

2、基金募集情况

基金募集申请获中国证监会核

准的文号

证监许可[2019]2612号

基金募集期间 自2020年4月20日至2020年5月15日止

验资机构名称 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募集资金划入基金托管专户的

日期

2020年5月19日

募集有效认购总户数 （单位：

户）

26,851

份额类别 永赢医药健康A 永赢医药健康C 合计

募集期间净认购金额 （单位：

元）

164,966,695.60 74,992,952.00 239,959,647.60

认购资金在募集期间产生的利

息（单位：元）

39,752.40 7,434.04 47,186.44

募集份额（单位：

份）

有效认购份

额

164,966,695.60 74,992,952.00 239,959,647.60

利息结转的

份额

39,752.40 7,434.04 47,186.44

合计 165,006,448.00 75,000,386.04 240,006,834.04

其中： 募集期间

基金管理人运用

固有资金认购本

基金情况

认购的基金

份额 （单位：

份）

0.00 0.00 0.00

占基金总份

额比例

0.00 0.00 0.00

其他需要说

明的事项

0.00 0.00 0.00

其中： 募集期间

基金管理人的从

业人员认购本基

金情况

认购的基金

份额 （单位：

份）

218,757.70 98,964.61 317,722.31

占基金总份

额比例

0.13% 0.13% 0.13%

募集期限届满基金是否符合法

律法规规定的办理基金备案手

续的条件

是

向中国证监会办理基金备案手

续获得书面确认的日期

2020年5月20日

注：（1）本基金合同生效前的律师费、会计师费、信息披露费等费用不从基金财产中列支。

（2）基金管理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基金投资和研究部门负责人持有本基金基金份额总量的区间为0至10万份（含）；本基金基金经

理持有本基金基金份额总量的区间为10万份至50万份（含）。

3、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1）自基金合同生效之日起，本基金管理人开始正式管理本基金。

（2）本基金的申购、赎回自基金合同生效之日起不超过3个月内开始办理。 在确定基金开放申购、赎回的时间后，基金管理人将在

申购、赎回开放日前依照《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在规定媒介上刊登公告。

（3） 基金份额持有人可以在本基金合同生效之日起到销售机构查询交易确认情况， 也可以通过本基金管理人的客服热线

021-51690111或公司网站www.maxwealthfund.com查询交易确认情况。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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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产，但不保证投资于本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

最低收益。基金的过往业绩不代表未来表现，基金管理人管理的其他基金的业绩不构成对本基金业绩表现的保证。投资有风险，敬请投

资人认真阅读基金的相关法律文件，并选择适合自身风险承受能力的投资品种进行投资。

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旗下部分深交所

ETF

新增南京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为申购赎回代办证券公司的公告

自2020年5月21日起，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旗下4只深交所ETF新增南京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南京证券” ）为申购赎回代办证券公司。 具体情况如下：

一、基金明细

基金代码 基金全称 场内 证券简称

159957 华夏创业板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创业板HX

159966 华夏创业板低波蓝筹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创蓝筹

159967 华夏创业板动量成长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创成长

159995 华夏国证半导体芯片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芯片ETF

投资者可自2020年5月21日起在南京证券办理上述基金的申购、赎回等业务，具体流程、规则等以南京证券的规定为准，南京证券的

业务办理状况亦请遵循其规定执行。

二、咨询渠道

（一）南京证券客户服务电话：95386；

南京证券网站：www.njzq.com.cn；

（二）本公司客户服务电话：400-818-6666；

本公司网站：www.ChinaAMC.com。

截至2020年5月21日，上述基金的申购赎回代办证券公司可通过本公司网站进行查询。

特此公告

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二〇年五月二十一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