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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信信托股份有限公司诉讼进展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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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案件所处的诉讼阶段：两宗案件二审判决，一宗案件一审判决

●上市公司所处的当事人地位：上诉人（原审被告）、被告

●涉案的金额：已判决案件的金额约10.7亿元

●是否会对上市公司损益产生负面影响：上述已判决案件，公司将依据法律规定程序，积极行使诉

讼权利，存在对公司经营业绩产生负面影响的风险

一、前期诉讼案件进展情况

（一）、安信信托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信信托”或“公司” ）于2020年1月23日发布了《诉讼

公告暨前期诉讼进展公告》（编号：临2020-006号），披露了涉及乌鲁木齐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的两宗案

件（案号分别为：（2019）新01民初263号、（2019）新01民初264号）一审判决情况，近日公司收到新疆

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关于上述案件的二审判决书,情况如下：

1．关于（2019）新01民初264号案件：

根据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新民终114号】，二审法院认为：本

案当事人安信信托与乌鲁木齐银行二审的主要争议在于信托受益权转让协议的性质及效力； 安信信托

应当承担的责任及具体数额。

本案安信信托与乌鲁木齐银行签订的信托受益权转让合同，其性质为受托人保证本息固定回报、保

证本金不受损失的保底或者刚兑条款，该受益权转让合同并非独立存在，而是与信托合同一起构成双方

当事人对5亿元信托单位相关权利义务的真实意思表示，该意思表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信托法》

第三十四条“受托人以信托财产为限向受益人承担支付信托利益的义务” 的规定,应属无效。

安信信托主张合同无效的上诉意见成立，但认为在合同无效的情形下,应当驳回乌鲁木齐银行的全

部诉讼请求缺乏法律依据。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五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信托法》第三十四条及《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

(1)维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新01民初264号民事判决第三项，即安信

信托股份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乌鲁木齐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支付保全申请费5000元；

(2)撤销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新01民初264号民事判决第一项、第二

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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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安信信托股份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乌鲁木齐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返还资金4亿

元并支付相应利息（按同期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贷款基准利率计算,并扣除安信信托股份有限公司已

支付的50,486,301.37元）；

（4）驳回乌鲁木齐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

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一审案件受理费2,097,057.88元(乌鲁木齐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已预交)， 由乌鲁木齐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负担209,705.8元， 安信信托股份有限公司负担1,887,

352.08�元;二审案件受理费2,097,057.88元(安信信托股份有限公司已预交)，由乌鲁木齐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负担209,705.8�元，安信信托股份有限公司负担1,887,352.08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关于本案件，公司将根据具体情况研究判断是否申请再审。

2．关于（2019）新01民初263号案件：

根据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新民终119号】，二审法院认为：本

案当事人安信信托与乌鲁木齐银行二审的主要争议在于信托受益权转让协议的性质及效力； 安信信托

应当承担的责任及具体数额。

本案安信信托与乌鲁木齐银行签订的信托受益权转让合同，其性质为受托人保证本息固定回报、保

证本金不受损失的保底或者刚兑条款，该受益权转让合同并非独立存在，而是与信托合同一起构成双方

当事人对2亿元信托单位相关权利义务的真实意思表示，该意思表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信托法》

第三十四条“受托人以信托财产为限向受益人承担支付信托利益的义务” 的规定,应属无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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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鲁木齐市中级人民法院

(2019)

新

01

民初

264

号民事判决第一项、第二项内容如下：

1.

被告向原告支付信托受益权转让价款

4

亿元；

2.

被告向原告支付违约金

11,046,575.34

元，并按年利率

7%

承担至实际清偿之日期间的违约金。

安信信托主张合同无效的上诉意见成立，但认为在合同无效的情形下,应当驳回乌鲁木齐银行的全

部诉讼请求缺乏法律依据。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五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信托法》第三十四条及《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

（1）维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新01民初263号民事判决第三项，即安

信信托股份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乌鲁木齐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支付保全申请费5,000

元；

（2）撤销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新01民初263号民事判决第一项、第二

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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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3）安信信托股份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乌鲁木齐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返还资金2

亿元并支付相应利息（按同期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贷款基准利率计算,并扣除安信信托股份有限公司

已支付的23,934,246.58元）；

（4）驳回乌鲁木齐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

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一审案件受理费1,044,699.41元(乌鲁木齐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已预交)，由乌鲁木齐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负担104,469.9元，安信信托股份有限公司负担940,229.51元;二审案件受理费1,039,725.58元(安

信信托股份有限公司已预交),由乌鲁木齐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负担103,972.6元，安信信托股份有限公司

负担935,752.98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2

乌鲁木齐市中级人民法院

(2019)

新

01

民初

263

号民事判决第一项、第二项内容如下：

1.

被告向原告支付信托受益权转让价款

195,800,000

元；

2.

被告向原告支付违约金

3,780,115.07

元及至实际付款期间的违约金（按照年利率

4.75%

计算）。

关于本案件，公司将根据具体情况研究判断是否申请再审。

（二）、公司于2019年12月16日发布了《诉讼公告》（编号：临2019-048号），披露了涉及交银国际

信托有限公司的一宗案件（案号为：(2019)鄂01民初8460号），近日公司收到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

院关于上述案件的判决书,情况如下：

1．(2019)鄂01民初8460号案件：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九十六条，第二百零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信托

法》第四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1）被告安信信托股份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交银国际信托有限公司偿还借

款本金400,000,000元以及利息(截止2019年5月27日的利息为67,521,811.27元，从2019年5月28日起

至本金400,000,000元清偿之日止的利息按照年利率24%计算);

（2）被告安信信托股份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交银国际信托有限公司支付在

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起诉的案件受理费1,170,772.15元，律师费300,000元、保全费5,000元；

（3）驳回原告交银国际信托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

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本案案件受理费2,588,460元，由被告安信信托股份

有限公司负担(此款项已由原告交银国际信托有限公司预付，被告安信信托股份有限公司在履行本判决

义务时一并将应由其承担的诉讼费支付给原告交银国际信托有限公司)。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交

副本，上诉于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

关于本案件，公司将根据具体情况研究判断是否上诉。

二、 本次诉讼事项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等的影响

上述已判决案件，公司将依据法律规定程序，积极行使诉讼权利，存在对公司经营业绩产生负面影

响的风险。 公司将根据法律法规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三、备查文件

1.《民事判决书》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安信信托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二〇年六月二十三日

申万菱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申

万菱信中证申万医药生物指数分级

证券投资基金办理份额折算业务期

间申万医药

A

份额停复牌的公告

因申万菱信中证申万医药生物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本基金” ）于2020年6月22

日办理定期份额折算业务，本基金申万医药A份额（基金代码为：“150283” ，基金简称为“SW医

药A” ）将于2020年6月23日暂停交易，并于2020年6月24日开市起恢复交易。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证券投资基金交易和申购赎回实施细则》，2020年6月

24日SW医药A即时行情显示的前收盘价为2020年6月23日的基金份额参考净值 （四舍五入至

0.001元）。由于SW医药A折算前可能存在折溢价交易情形，SW医药A折算前的收盘价扣除基准收

益后与2020年6月24日的前收盘价可能有较大差异，2020年6月24日当日可能出现交易价格大幅

波动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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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者投资于基金前应认真阅读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文件。敬请投资者

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申万菱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0年6月23日

申万菱信中证申万证券行业指数分

级证券投资基金

B

类份额溢价风险提示公告

近期，申万菱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基金管理人” ）旗下申万菱信中证申万证券

行业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之B类份额（场内简称：证券B；交易代码：150172）二级市场交易价格

较基金份额参考净值的溢价幅度较高。 2020年6月19日， 申万证券B份额在二级市场的收盘价为

0.875元，相对于当日0.7283元的基金份额参考净值，溢价幅度达到20.14%。 截止2020年6月22日，

申万证券B份额二级市场的收盘价为0.93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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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万证券B份额表现为高风险、高收益的特征。由于申万证券B份额内含杠杆机制的设计，申

万证券B份额参考净值的变动幅度将大于申万证券份额（场内简称：申万证券，场内代码：163113）

净值和申万证券A份额（场内简称：证券A，场内代码：150171）参考净值的变动幅度，即申万证券B

份额的波动性要高于其他两类份额，其承担的风险也较高。 申万证券B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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万证券B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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万菱信中证申万证券行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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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万菱信中证申万证券行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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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

新）等相关法律文件。

特此公告。

申万菱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0年6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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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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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没有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现场会议召开日期、时间：2020年6月22日（星期一）下午2:40。

网络投票时间：2020年6月22日。

其中：

（1）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0年6月22日（现场股东大会召

开日）上午9:30至11:30，下午1:00至3:00；

（2）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0年6月22日（现场股东大会

召开日）上午9:15至下午3: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中国深圳市南山区科技南十二路28号康佳研发大厦19楼会议室。

3、召开方式：现场会议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

4、召集人：公司董事局。

5、主持人：董事局主席刘凤喜先生。

6、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

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1、出席会议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14人，代表股份585,550,504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24.3174％。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5人，代表股份583,152,204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24.2178％。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9人，代表股份2,398,30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0996％。

2、外资股股东出席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3人，代表股份58,869,372股，占公司外资股股份总数7.2557％。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3人，代表股份58,869,372股，占公司外资股股份总数7.2557％。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0人，代表股份0股，占公司外资股股份总数0.0000％。

3、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除单独或者合计持有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13人，代表股份61,803,572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2.5667％。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4人，代表股份59,405,272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2.4671％。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9人，代表股份2,398,30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0996％。

4、其他人员出席情况：

公司董事3人、监事1、高级管理人员2人，公司聘请的律师等。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采取现场会议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

代表对会议议案进行了审议，经过逐项投票表决，通过了如下决议：

1、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条件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585,456,50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839％；反对94,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0.0161％；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外资股股东的表决情况（适用有发行境内、境外上市外资股的公司）：

同意58,869,372股，占出席会议外资股股东所持有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外资

股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外资股股东所持股份

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61,709,57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8479％；反对94,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0.1521％；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2、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方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585,456,50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839％；反对94,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0.0161％；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外资股股东的表决情况（适用有发行境内、境外上市外资股的公司）：

同意58,869,372股，占出席会议外资股股东所持有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外资

股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外资股股东所持股份

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61,709,57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8479％；反对94,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0.1521％；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3、 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局全权办理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相关事宜的议

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585,461,40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848％；反对89,1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0.0152％；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外资股股东的表决情况（适用有发行境内、境外上市外资股的公司）：

同意58,869,372股，占出席会议外资股股东所持有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外资

股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外资股股东所持股份

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61,714,47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8558％；反对89,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0.1442％；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4、审议通过了《关于转让南京康星科技产业园运营管理有限公司34%股权的议案》。

该项议案由非关联股东审议，华侨城集团有限公司及其一致行动人回避表决。

总表决情况：

同意61,787,47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739％；反对16,1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0.0261％；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外资股股东的表决情况（适用有发行境内、境外上市外资股的公司）：

同意58,869,372股，占出席会议外资股股东所持有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外资

股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外资股股东所持股份

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61,787,47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739％；反对16,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0.0261％；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5、审议通过了《关于为滁州康金健康产业发展有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

该项议案由非关联股东审议，华侨城集团有限公司及其一致行动人回避表决，获得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总表决情况：

同意61,511,17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5269％；反对292,4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0.4731％；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外资股股东的表决情况（适用有发行境内、境外上市外资股的公司）：

同意58,869,372股，占出席会议外资股股东所持有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外资

股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外资股股东所持股份

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61,511,17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5269％；反对292,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0.4731％；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6、审议通过了《关于为遂宁康佳产业园区开发有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

该项议案获得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总表决情况：

同意585,258,10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501％；反对292,400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499％；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外资股股东的表决情况（适用有发行境内、境外上市外资股的公司）：

同意58,869,372股，占出席会议外资股股东所持有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外资

股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外资股股东所持股份

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61,511,17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5269％；反对292,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0.4731％；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7、审议通过了《关于为深圳市康佳电路有限责任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

该项议案获得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总表决情况：

同意585,258,10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501％；反对292,400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499％；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外资股股东的表决情况（适用有发行境内、境外上市外资股的公司）：

同意58,869,372股，占出席会议外资股股东所持有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外资

股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外资股股东所持股份

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61,511,17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5269％；反对292,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0.4731％；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8、审议通过了《关于为宁波康韩瑞电器有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

该项议案获得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总表决情况：

同意585,258,10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501％；反对292,400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499％；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外资股股东的表决情况（适用有发行境内、境外上市外资股的公司）：

同意58,869,372股，占出席会议外资股股东所持有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外资

股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外资股股东所持股份

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61,511,17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5269％；反对292,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0.4731％；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中伦（深圳）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刘成峰、李潇璇；

3、结论性意见：公司2020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及表决程序

等事宜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章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大

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法律意见书；

3、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康佳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局

二〇二〇年六月二十二日

中融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

中融沪港深大消费主题灵活配置混

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暂停申购、

赎回及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

2020

年

6

月

23

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中融沪港深大消费主题灵活配置

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中融沪港深大消费主题

基金主代码

005142

基金管理人名称 中融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

》、《

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信

息披露管理办法

》、《

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

》、《

中

融沪港深大消费主题灵活配置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基金

合同

》、《

中融沪港深大消费主题灵活配置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

资基金招募说明书

》

的有关规定

，

以及港股通的休市安排等

。

暂停相关业 务

的起始日 及原

因说明

暂停申购起始日

2020

年

6

月

23

日

暂停赎回起始日

2020

年

6

月

23

日

暂停定期定额投资起始日

2020

年

6

月

23

日

暂停申购

、

赎回

、

定期定额投资的原因

说明

2020

年

6

月

23

日

（

星期二

）

至

2020

年

6

月

26

日

（

星期五

）

为非

港股通交易日

恢复相关业务

的日期及原因

说明

恢复申购日

2020

年

6

月

29

日

恢复赎回日

2020

年

6

月

29

日

恢复定期定额投资日

2020

年

6

月

29

日

恢复申购

、

赎回

、

定期定额投资的原因

说明

2020

年

6

月

29

日

（

星期一

）

起港股通恢复正常交易

下属基金份额类别的基金简称 中融沪港深大消费主题

A

中融沪港深大

消费主题

C

下属基金份额类别的交易代码

005142 005143

该基金份额类别是否暂停申购

、

赎回

、

定期定额投资 是 是

注：（1）中融沪港深大消费主题灵活配置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本基金” ；

（2）中融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基金管理人” 。

2．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1）2020年6月29日（含当日）起，本基金恢复日常申购、赎回及定期定额投资业务，届时将不

再另行公告。

（2）咨询办法：如有疑问，请拨打本基金管理人客户服务电话400-160-6000，010-56517299

或登录本公司网站（www.zrfunds.com.cn）获取相关信息。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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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金定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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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不能保证投资者获得收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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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中融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0年6月23日

B068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 2020年6月23日 星期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