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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losure

关于南方恒庆一年定期开放债券型

证券投资基金第二个封闭期到期后

暂停运作、不开放申购及转换转入等

安排的公告

南方恒庆一年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本基金” ）为定期开放基金，第二个封闭

期为2020年9月8日至2021年9月7日。 本基金基金管理人为南方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根据南方恒庆一年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以下简称“基金合同” ）约定，基金管

理人决定本基金第二个封闭期到期后暂停运作，暂不开放申购及转换转入业务。 本基金A类和C类基金

份额将于本期封闭期结束之日的下一个工作日（即2021年9月8日）全部自动赎回。为避免基金份额持有

人利益因基金份额净值的小数点保留精度受到不利影响， 基金管理人可提高该封闭期结束之日的下一

个工作日的基金份额净值的精度。

基金暂停运作以后，基金管理人可根据实际情况恢复运作，并决定下一开放期的申购或其他交易安

排以及下一封闭期的安排，并予以公告。 在后续封闭期及开放期内，本基金将依据基金合同的约定正常

运作。

基金暂停运作期间，基金管理人与基金托管人协商一致，可以决定终止基金合同，报中国证监会备

案并公告，无须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

暂停运作期间的所有费用，由基金管理人承担。暂停运作期间，基金不收取管理费、托管费和销售服

务费。

暂停运作期间，基金可暂停披露基金份额净值信息。 报告期内未开展任何投资运作的，基金可暂停

披露定期报告。

投资人可以登录本基金管理人网站（www.nffund.com）或拨打本基金管理人客服热线（400－

889－8899）咨询相关情况。

特此公告。

南方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9月3日

南方景元中高等级信用债债券型

证券投资基金开放申购、赎回、转换和

定投业务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21年9月3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南方景元中高等级信用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南方景元中高等级信用债债券

基金主代码 011141

基金运作方式 契约型开放式

基金合同生效日 2021年6月9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南方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基金登记机构名称 南方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南方景元中高等级信用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南方景元中高等级

信用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

申购起始日 2021年9月8日

赎回起始日 2021年9月8日

转换转入起始日 2021年9月8日

转换转出起始日 2021年9月8日

定投起始日 2021年9月8日

2�申购、赎回、转换和定投业务的办理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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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合同的规定公告暂停申

购、赎回时除外。

基金合同生效后，若出现新的证券交易市场、证券交易所交易时间变更或其他特殊情况，基金管理

人将视情况对前述开放日及开放时间进行相应的调整，但应在实施日前依照《信息披露办法》的有关规

定在规定媒介上公告。

3�申购业务

3.1�申购金额限制

1、本基金首次申购和追加申购的最低金额均为1元，各销售机构在符合上述规定的前提下，可根据

情况调高首次申购和追加申购的最低金额，具体以销售机构公布的为准，投资人需遵循销售机构的相关

规定；

2、本基金不对单个投资人累计持有的基金份额上限进行限制，但法律法规或监管要求另有规定的

除外；

3、当接受申购申请对存量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构成潜在重大不利影响时，基金管理人有权采取设

定单一投资者申购金额上限或基金单日净申购比例上限、拒绝大额申购、暂停基金申购等措施，切实保

护存量基金份额持有人的合法权益，具体请参见相关公告；

4、基金管理人可在法律法规允许的情况下，调整上述规定对申购金额的数量限制，基金管理人必须

在调整实施前依照《信息披露办法》的有关规定在规定媒介公告。

3.2�申购费率

本申购费率最高不高于0.50%，且随申购金额的增加而递减，如下表所示：

A类份额申购金额（M） 申购费率

M＜100万 0.5%

100万≤M＜500万 0.3%

M≥500万 每笔1,000元

投资人重复申购，须按每次申购所对应的费率档次分别计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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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其他与申购相关的事项

1、基金管理人应以交易时间结束前受理有效申购申请的当天作为申购申请日(T日)，在正常情况下，

本基金登记机构在T+1日内对该交易的有效性进行确认。 T日提交的有效申请，投资人可在T+2日后(包

括该日)到销售网点柜台或以销售机构规定的其他方式查询申请的确认情况。 若申购不成功，则申购款

项退还给投资人。基金销售机构对申购申请的受理并不代表申请一定成功，而仅代表销售机构已经接收

到申请。 申购申请的确认以登记机构或基金管理人的确认结果为准。 对于申请的确认情况，投资人应及

时查询并妥善行使合法权利；

2、申购以金额申请，遵循“未知价” 原则，即申购价格以申请当日收市后计算的基金份额净值为基

准进行计算；

3、投资人申购基金份额时，必须在规定的时间内全额交付申购款项，否则所提交的申购申请不成

立；

4、当日的申购申请可以在基金管理人规定的时间以内撤销。

4�赎回业务

4.1�赎回份额限制

1、本基金单笔赎回申请不低于1份，投资人全额赎回时不受上述限制。 各销售机构在符合上述规定

的前提下，可根据情况调高单笔最低赎回份额要求，具体以销售机构公布的为准，投资人需遵循销售机

构的相关规定；

2、本基金不对投资人每个交易账户的最低基金份额余额进行限制；

3、基金管理人可在法律法规允许的情况下，对上述原则进行调整。基金管理人必须在新规则开始实

施前依照《信息披露办法》的有关规定在规定媒介上公告。

4.2�赎回费率

赎回费率最高不超过1.50%，随申请份额持有时间增加而递减。 具体如下表所示：

申请份额持有时间（N） 赎回费率

N＜7日 1.5%

7日≤N＜30日 0.5%

N≥30日 0

投资人可将其持有的全部或部分基金份额赎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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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持有期少于7日的基金份额所收取的赎回费，赎回费用全

额归入基金财产，对于持有期长于7日（含7日）的基金份额所收取的赎回费，赎回费用25%归入基金财

产。

4.3�其他与赎回相关的事项

1、基金管理人应以交易时间结束前受理有效赎回申请的当天作为赎回申请日(T日)，在正常情况下，

本基金登记机构在T+1日内对该交易的有效性进行确认。 T日提交的有效申请，投资人可在T+2日后(包

括该日)到销售网点柜台或以销售机构规定的其他方式查询申请的确认情况。 基金销售机构对赎回申请

的受理并不代表申请一定成功，而仅代表销售机构已经接收到申请。赎回申请的确认以登记机构或基金

管理人的确认结果为准。 对于申请的确认情况，投资人应及时查询并妥善行使合法权利；

2、赎回以份额申请，遵循“未知价” 原则，即赎回价格以申请当日收市后计算的基金份额净值为基

准进行计算；

3、当日的申购与赎回申请可以在基金管理人规定的时间以内撤销；

4、赎回遵循“先进先出”原则，即按照投资人认购、申购的先后次序进行顺序赎回；

5、投资人在提交赎回申请时须持有足够的基金份额余额，否则所提交的赎回申请不成立。

投资者赎回申请生效后，基金管理人将在T＋7日(包括该日)内支付赎回款项。 如遇证券交易所或交

易市场数据传输延迟、通讯系统故障、银行数据交换系统故障或其他非基金管理人及基金托管人所能控

制的因素影响业务处理流程时，赎回款项顺延至上述情形消除后的下一个工作日划出。如发生巨额赎回

或基金合同载明的其他暂停赎回或延缓支付赎回款项的情形时， 款项的支付办法参照基金合同有关条

款处理。

5�转换业务

5.1�转换费率

一、本基金与本公司旗下其他基金之间的转换业务

1、基金转换费用由转出基金赎回费用及基金申购补差费用构成；

2、转出基金时,如涉及的转出基金有赎回费用,收取该基金的赎回费用。 收取的赎回费归入基金财

产的比例不得低于法律法规、中国证监会规定的比例下限以及该基金基金合同的相关约定；

3、转入基金时,从申购费用低的基金向申购费用高的基金转换时,每次收取申购补差费用；从申购费

用高的基金向申购费用低的基金转换时,不收取申购补差费用。申购补差费用按照转换金额对应的转出基

金与转入基金的申购费率差额进行补差。 由红利再投资产生的基金份额在转出时不收取申购补差费；

4、下面以投资人进行本基金与南方价值A、南方现金A之间的转换为例进行说明（其中1年为365天）

转换金额（M）

转换费率

申购补差费率 赎回费率

南方景元中高等级信用债

债券

转

南方价值A

M〈100万 1.3%

份额持有时间（N）：

N〈7日：1.5%；

7日≤N〈30日：0.5%；

N≥30日：0

100万≤M<500万 0.9%

500万≤M<1000万 0.58%*

M≥1000万 0

南方价值A

转

南方景元中高等级信用债

债券

——— 0

份额持有时间（N）：

N＜7日：1.5%；

7日≤N＜1年：0.5%；

1年≤N＜2年：0.3%；

N≥2年：0

南方景元中高等级信用债

债券

转

南方现金A

——— 0

份额持有时间（N）：

N〈7日：1.5%；

7日≤N〈30日：0.5%；

N≥30日：0

南方现金A

转

南方景元中高等级信用债

债券

M＜100万 0.5%

0

100万≤M＜500万 0.3%

M≥500万 每笔1000元

注*：对于该档金额的转换，鉴于转出基金申购费率为每笔固定金额1000元，本着有利于基金份额持

有人利益的原则，在计算申购补差费率时按0.02%扣减（即申购补差费率为0.6%-0.02%＝0.58%）。 基

金管理人可根据业务需要进行调整。

二、基金转换份额的计算

基金转换采取未知价法，以申请当日基金份额净值为基础计算。 计算公式如下：

转出金额=转出份额×转出基金当日基金份额净值

转出基金赎回费用=转出金额×转出基金赎回费率

补差费=（转出金额-转出基金赎回费用）/（1+申购补差费率）×申购补差费率

转换费用=转出基金赎回费用+补差费

转入金额=转出金额-转换费用

转入份额=转入金额/转入基金当日基金份额净值

举例：某基金份额持有人持有1万份南方景元中高等级信用债债券，持有满一年后在开放期转为南

方价值A，假设转换当日本基金份额净值为1.1680元，转入基金南方价值A的基金份额净值为1.285元，

赎回费为0，申购补差费率为1.0%，则可得到的转换份额为：

转出金额=10,000×1.1680=11,680.00元

转出基金赎回费用=0.00元

补差费=（11,680.00-0.00）/（1+1.3%）×1.3%=149.89元

转换费用=0.00+149.89=149.89元

转入金额=11,680.00-149.89=11,530.11元

转入份额=11,530.11/1.285=8,972.84份

5.2其他与转换相关的事项

1、投资人转换的两只基金必须是由同一销售机构销售并以本公司为登记机构的基金；

2、转换以份额为单位进行申请。 投资人办理转换业务时,转出方的份额必须处于可赎回状态，转

入方的份额必须处于可申购状态。 如果涉及转换的份额有一方不处于开放状态，转换申请处理为失败；

3、单笔基金转换的最低申请份额为1份，单笔转换申请不受转入基金最低申购数额和转出基金最低

赎回数额限制。 若转入基金有大额申购限制的，则需遵循相关大额申购限制的约定；

4、上述涉及基金转换业务份额的计算结果保留位数依照各基金《招募说明书》的规定；

5、正常情况下，基金登记机构将在T+1日对投资人T日的基金转换业务申请进行有效性确认，办理

转出基金的权益扣除以及转入基金的权益登记。 在T＋2日后(包括该日)投资人可向销售机构查询基金

转换的成交情况；

6、持有人对转入份额的持有期限自转入确认之日算起；

7、转换业务遵循“先进先出”的业务规则，即首先转换持有时间最长的基金份额；

8、本公司可以根据市场情况调整有关转换的业务规则及有关限制，但应在调整生效前在规定媒介

予以公告。 本公司也可以根据市场情况暂停和重新开通转换业务，但应在实施前在规定媒介予以公告；

9、本基金的转换业务规则以《南方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开放式基金业务规则》为准；

10、本次开通基金转换业务的销售机构：

（1）直销机构：南方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直销柜台

（2）代销机构：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除上述机构外，其他销售机构如以后开展上述业务，本公司可不再另行公告，以各销售机构为准。

6�定投业务

1、开通定投业务的销售机构：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由于各销售机构系统及业务安排等原因，开展上述业务的时间可能有所不同，具体以各销售机构为

准。 除上述机构外，其他销售机构如以后开展上述业务，本公司可不再另行公告，以各销售机构为准。

2、办理方式

投资人开立基金账户后即可到上述机构的网点(包括电子化服务渠道)申请办理本基金的基金定

投业务，具体安排请遵循各销售机构的相关规定。

3、办理时间

基金定投的申请受理时间与基金日常申购业务受理时间相同。

4、申购金额

本基金定投每期最低申购金额为1元，各销售机构在符合上述规定的前提下，可根据情况调高每

期最低申购金额，具体以销售机构公布的为准，投资人需遵循销售机构的相关规定。

（1）投资人应与相关销售机构约定扣款日期。

（2）销售机构将按照投资人申请时约定的每期扣款日、申购金额扣款，若遇非基金开放日则以销

售机构的相关规定为准，并将投资人申购的实际扣款日期视为基金申购申请日（T日）。

（3）投资人需指定相关销售机构认可的资金账户作为每期固定扣款账户。

5、申购费率

若无另行公告，定投费率及计费方式与一般的申购业务相同。部分销售机构处于定投费率优惠活

动期间的，本基金将依照各销售机构的相关规定执行。

6、扣款和交易确认

基金的登记机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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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购份额将

在T＋1日进行确认，投资人可自T+2日起查询申购成交情况。

7、变更与解约

如果投资人变更每期申购金额、扣款日期、扣款方式或者终止定投业务，请遵循销售机构的相关规定。

7�基金销售机构

7.1�直销机构

南方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直销柜台

7.2�代销机构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8基金净值信息的披露安排

1、基金管理人应当在不晚于每个开放日的次日，通过指定网站、基金销售机构网站或者营业网点披

露开放日的基金份额净值和基金份额累计净值。

2、基金管理人应当在不晚于半年度和年度最后一日的次日，在指定网站披露半年度和年度最后一

日的基金份额净值和基金份额累计净值。

9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1、本公告仅对本基金开放申购、赎回、转换和定投业务的有关事项予以说明。 投资人欲了解本基金

的详细情况，请仔细阅读《南方景元中高等级信用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和《南方景元中高

等级信用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

2、根据《南方景元中高等级信用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约定，本基金连续30个工作日出

现基金份额持有人数量不满200人或者基金资产净值低于1亿元情形的，基金合同应当终止，无需召开基

金份额持有人大会。

3、未开设销售网点地区的投资人，及希望了解其他有关信息和本基金的详细情况的投资人，可以登

录本基金管理人网站（www.nffund.com）或拨打本基金管理人的客服热线（400－889－8899）。

4、由于各销售机构系统及业务安排等原因，可能开展上述业务的时间有所不同，投资人应以销售机

构具体规定的时间为准。

南方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9月3日

关于南方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旗下

部分基金2021年中期报告的更正公告

公告日期：2021-09-02

2021年8月31日，南方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在规定网站披露了如下基金2021年中期报告，现就报

告中“期末基金管理人的从业人员持有本基金的情况” 表的“持有份额总数（份）” 、“占基金总份额比

例” 数据更正如下：

基金名称 项目 份额级别 持有份额总数（份）

占基金总份额

比例

南方多利增强债券型证券投

资基金

基金管理人所有从业人员

持有本基金

南方多利增强债券A 428,373.95 0.0431%

南方多利增强债券C 16,886.17 0.0074%

合计 445,260.12 0.0364%

南方现金通货币市场基金

基金管理人所有从业人员

持有本基金

南方现金通货币A 62,992.59 18.4484%

南方现金通货币B 126,409.48 6.4411%

南方现金通货币C 1,038,694.52 0.0126%

南方现金通货币E 6,984,188.94 0.0046%

合计 8,212,285.53 0.0051%

南方转型增长灵活配置混合

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管理人所有从业人员

持有本基金

- 526,033.31 0.2368%

南方国策动力股票型证券投

资基金

基金管理人所有从业人员

持有本基金

- 1,371,340.31 1.8497%

南方日添益货币市场基金

基金管理人所有从业人员

持有本基金

南方日添益货币A 12,130.58 0.0001%

南方日添益货币E 331,992.08 0.0350%

南方日添益货币F 1,045.46 0.8818%

合计 345,168.12 0.0031%

南方智慧精选灵活配置混合

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管理人所有从业人员

持有本基金

- 316,795.56 0.1048%

南方天天利货币市场基金

基金管理人所有从业人员

持有本基金

南方天天利货币A 1,819,451.42 0.0161%

南方天天利货币B 137,145,563.02 0.1195%

南方天天利货币E 2,817,222.73 0.1524%

合计 141,782,237.17 0.1108%

南方祥元债券型证券投资基

金

基金管理人所有从业人员

持有本基金

南方祥元A 422,989.06 0.0262%

南方祥元C 607.18 0.0002%

合计 423,596.24 0.0214%

南方交元债券型证券投资基

金

基金管理人所有从业人员

持有本基金

- 107,104.71 0.0058%

南方希元可转债债券型证券

投资基金

基金管理人所有从业人员

持有本基金

- 647,862.94 0.0520%

南方中债3-5年农发行债券

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管理人所有从业人员

持有本基金

南方中债3-5年农发

行债券指数A

3.39 0.0000%

南方中债3-5年农发

行债券指数C

0.00 0.0000%

合计 3.39 0.0000%

南方荣光灵活配置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

基金管理人所有从业人员

持有本基金

南方荣光灵活配置混

合A

35,497.03 0.0082%

南方荣光灵活配置混

合C

0.00 0.0000%

合计 35,497.03 0.0059%

南方ESG主题股票型证券投

资基金

基金管理人所有从业人员

持有本基金

南方ESG主题股票A 3,729,787.89 0.6070%

南方ESG主题股票C 146,893.08 0.0919%

合计 3,876,680.97 0.5006%

南方吉元短债债券型证券投

资基金

基金管理人所有从业人员

持有本基金

南方吉元短债A 264,618.09 0.0067%

南方吉元短债C 6,439.62 0.0013%

南方吉元短债E 0.00 0.0000%

合计 271,057.71 0.0061%

南方优选价值混合型证券投

资基金

基金管理人所有从业人员

持有本基金

南方优选价值混合A 165,885.43 0.0174%

南方优选价值混合C 10,297.11 0.0744%

南方优选价值混合H 0.00 0.0000%

合计 176,182.54 0.0180%

南方丰元信用增强债券型证

券投资基金

基金管理人所有从业人员

持有本基金

南方丰元信用增强债

券A

472,247.90 0.0076%

南方丰元信用增强债

券C

80,424.45 0.0081%

合计 552,672.35 0.0076%

南方梦元短债债券型证券投

资基金

基金管理人所有从业人员

持有本基金

南方梦元短债债券A

类

341,749.23 0.0571%

南方梦元短债债券C类 3,203.09 0.0040%

合计 344,952.32 0.0509%

南方转型驱动灵活配置混合

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管理人所有从业人员

持有本基金

- 3,864,813.27 3.1781%

南方宝元债券型基金

基金管理人所有从业人员

持有本基金

南方宝元债券A 1,888,640.34 0.0283%

南方宝元债券C 172,939.01 0.0144%

合计 2,061,579.35 0.0262%

南方优选成长混合型证券投

资基金

基金管理人所有从业人员

持有本基金

南方优选成长A 2,959,169.89 0.3797%

南方优选成长C 109,256.74 0.0858%

合计 3,068,426.63 0.3384%

南方医药保健灵活配置混合

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管理人所有从业人员

持有本基金

- 1,822,417.90 0.2463%

南方现金增利基金

基金管理人所有从业人员

持有本基金

南方现金增利货币A 2,042,030.71 0.0334%

南方现金增利货币B 0.00 0.0000%

南方现金增利货币E 0.00 0.0000%

南方现金增利货币F 1.66 0.0000%

合计 2,042,032.37 0.0100%

南方平衡配置混合型证券投

资基金

基金管理人所有从业人员

持有本基金

- 342,594.61 0.2680%

南方人工智能主题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

基金管理人所有从业人员

持有本基金

- 472,134.03 0.3401%

南方天天宝货币市场基金

基金管理人所有从业人员

持有本基金

南方天天宝货币A 12,840.85 0.0001%

南方天天宝货币B 983,302.04 0.1256%

合计 996,142.89 0.0092%

南方优势产业灵活配置混合

型证券投资基金（LOF）

基金管理人所有从业人员

持有本基金

- 29,387,006.79 0.1622%

南方通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

金

基金管理人所有从业人员

持有本基金

南方通利债券A 1,184,623.83 0.0257%

南方通利债券C 28.24 0.0000%

合计 1,184,652.07 0.0248%

南方兴盛先锋灵活配置混合

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管理人所有从业人员

持有本基金

- 3,868,740.41 3.9643%

南方优享分红灵活配置混合

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管理人所有从业人员

持有本基金

南方优享分红混合A 625,390.23 0.1089%

南方优享分红混合C 3,302.72 0.0234%

合计 628,692.95 0.1069%

南方初元中短债债券型发起

式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管理人所有从业人员

持有本基金

南方初元中短债A 4,743,990.89 0.3337%

南方初元中短债C 537,347.13 0.0568%

南方初元中短债E 98.80 0.0079%

合计 5,281,436.82 0.2230%

南方天元新产业股票型证券

投资基金

基金管理人所有从业人员

持有本基金

- 1,096,797.79 0.1747%

南方收益宝货币市场基金

基金管理人所有从业人员

持有本基金

南方收益宝A 27,417.04 0.0063%

南方收益宝B 25,210,808.66 0.0414%

合计 25,238,225.70 0.0412%

南方产业活力股票型证券投

资基金

基金管理人所有从业人员

持有本基金

- 84,874.04 0.0278%

南方成安优选灵活配置混合

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管理人所有从业人员

持有本基金

- 7,032,733.37 1.0540%

南方定元中短债债券型证券

投资基金

基金管理人所有从业人员

持有本基金

南方定元A 306.07 0.0000%

南方定元C 200.14 0.0002%

合计 506.21 0.0000%

南方薪金宝货币市场基金

基金管理人所有从业人员

持有本基金

南方薪金宝货币A 124,548.05 0.0030%

南方薪金宝货币B 154,006.58 1.9917%

合计 278,554.63 0.0067%

南方理财金交易型货币市场

基金

基金管理人所有从业人员

持有本基金

理财金A 654,775.19 0.0013%

理财金H 0.00 0.0000%

理财金E 1,950,140.19 20.4464%

合计 2,604,915.38 0.0053%

南方广利回报债券型证券投

资基金

基金管理人所有从业人员

持有本基金

南方广利债券A/B 70,153.39 0.0063%

南方广利债券C 6,647.21 0.0046%

合计 76,800.60 0.0061%

南方利众灵活配置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

基金管理人所有从业人员

持有本基金

南方利众A类 288,970.07 0.0717%

南方利众C类 8,190.10 0.0047%

合计 297,160.17 0.0513%

南方创新经济灵活配置混合

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管理人所有从业人员

持有本基金

- 5,151,783.03 0.3044%

南方宝丰混合型证券投资基

金

基金管理人所有从业人员

持有本基金

南方宝丰A 402,409.02 0.0448%

南方宝丰C 16.28 0.0000%

合计 402,425.30 0.0423%

南方利淘灵活配置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

基金管理人所有从业人员

持有本基金

南方利淘A类 1,970,998.26 0.2047%

南方利淘C类 62,194.40 0.1014%

合计 2,033,192.66 0.1985%

南方润元纯债债券型证券投

资基金

基金管理人所有从业人员

持有本基金

南方润元纯债A/B类 133,605.75 0.0236%

南方润元纯债C类 5,975.24 0.0060%

合计 139,580.99 0.0209%

南方启元债券型证券投资基

金

基金管理人所有从业人员

持有本基金

南方启元债券A 510,429.24 0.0766%

南方启元债券C 0.00 0.0000%

合计 510,429.24 0.0723%

南方瑞利灵活配置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

基金管理人所有从业人员

持有本基金

- 655,826.09 0.1448%

南方安养混合型证券投资基

金

基金管理人所有从业人员

持有本基金

- 741,126.05 0.1321%

南方安泰混合型证券投资基

金

基金管理人所有从业人员

持有本基金

南方安泰混合A 3,821,812.06 0.0800%

南方安泰混合C 1,048.19 0.0049%

合计 3,822,860.25 0.0797%

南方安康混合型证券投资基

金

基金管理人所有从业人员

持有本基金

- 1,051,714.23 0.1130%

南方利鑫灵活配置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

基金管理人所有从业人员

持有本基金

南方利鑫A 1,587,780.73 0.9463%

南方利鑫C 126,030.74 1.8305%

合计 1,713,811.47 0.9811%

南方皓元短债债券型证券投

资基金

基金管理人所有从业人员

持有本基金

南方皓元短债A 202,750.89 0.0862%

南方皓元短债C 9.84 0.0001%

合计 202,760.73 0.0804%

南方绝对收益策略定期开放

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管理人所有从业人员

持有本基金

- 520,011.19 0.1043%

南方利安灵活配置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

基金管理人所有从业人员

持有本基金

南方利安灵活配置混

合A

47,718.39 0.0196%

南方利安灵活配置混

合C

0.00 0.0000%

合计 47,718.39 0.0111%

南方金融主题灵活配置混合

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管理人所有从业人员

持有本基金

- 1,906,815.98 0.5066%

南方昌元可转债债券型证券

投资基金

基金管理人所有从业人员

持有本基金

南方昌元可转债债券

A级

262,865.76 0.1665%

南方昌元可转债债券C

级

11.00 0.0000%

合计 262,876.76 0.0971%

南方安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

金

基金管理人所有从业人员

持有本基金

- 4,078,111.87 0.4530%

南方双元债券型证券投资基

金

基金管理人所有从业人员

持有本基金

南方双元债券A 1,828,435.30 0.1423%

南方双元债券C 81,508.14 0.0529%

合计 1,909,943.44 0.1327%

南方利达灵活配置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

基金管理人所有从业人员

持有本基金

南方利达A 100,022.21 0.0237%

南方利达C 0.00 0.0000%

合计 100,022.21 0.0172%

南方安颐混合型证券投资基

金

基金管理人所有从业人员

持有本基金

- 100,068.61 0.0136%

南方新兴龙头灵活配置混合

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管理人所有从业人员

持有本基金

- 51,107.55 0.0369%

南方安福混合型证券投资基

金

基金管理人所有从业人员

持有本基金

南方安福混合A 166,465.59 0.0289%

南方安福混合C 425,629.86 0.1977%

合计 592,095.45 0.0747%

南方新优享灵活配置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管理人所有从业人员

持有本基金

南方新优享A 3,073,978.80 0.2687%

南方新优享C 4,304.32 0.0096%

合计 3,078,283.12 0.2589%

南方致远混合型证券投资基

金

基金管理人所有从业人员

持有本基金

南方致远混合A 984,557.31 0.1249%

南方致远混合C 9,100.83 0.0060%

合计 993,658.14 0.1057%

除以上更正事项外，其他内容保持不变。 由此给投资者带来的不便，我们深表歉意。

特此公告。

南方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9月2日

证券代码：300716� � �证券简称：国立科技 公告编号：2021-073

广东国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1年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预案披露的提示性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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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东国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1年9月2日分别召开了第三届

董事会第五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2021年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

相关议案。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预案及相关公告已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信息披露网站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披露，敬请投资者注意查阅。

公司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预案的披露事项不代表审批机关对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

票相关事项的实质性判断、确认或批准，预案所述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相关事项的生效和

完成尚需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及有关审批机关的核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广东国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9月2日

博时月月薪定期支付债券型

证券投资基金份额折算结果的公告

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或“基金管理人” ）于2021年8月25日在指定媒体及本

公司网站（http://www.bosera.com）发布了《关于博时月月薪定期支付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自动赎

回期折算方案提示性公告》（简称“《折算公告》” ）。 2021年9月1日为博时月月薪定期支付债券型证券

投资基金（以下简称“本基金” ）的份额折算基准日，现将折算结果公告如下：

根据《折算公告》的规定，2021年9月1日，本基金的基金份额净值为1.020元，本次自动赎回期的折

算比例为1.00294859，折算后，本基金的基金份额净值调整为1.017元，基金份额持有人原来持有的每1

份基金份额相应增加0.00294859份。折算新增份额已由登记机构自动为基金份额持有人发起赎回业务，

基金份额持有人自2021年9月3日起（含该日）可在销售机构查询折算新增份额的赎回结果。

基金份额持有人持有的基金份额经折算后的份额数采用四舍五入的方式保留到小数点后两位，由

此产生的误差计入基金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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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资者投资于本基金时应认真阅读本基金的《基金合同》和《招募说明书》等相关法律文件。

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1年9月3日

关于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旗下部分基金新增第一创业证券为

申购、赎回代办券商的公告

由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申请，并经上海证券交易所确认，自2021年9月3日

起，本公司旗下部分基金将新增第一创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第一创业证券” ）为场内申购、

赎回业务的代办券商（以下简称“一级交易商” ）。投资者可通过上述券商办理下述基金的场内申购、赎

回等业务。 具体基金如下：

序号 基金名称 基金简称 证券简称 扩位证券简称 基金代码

1

上证超级大盘交易型开放式指

数证券投资基金

博时上证超大

盘ETF

超大ETF 超大盘ETF 510020

2

上证自然资源交易型开放式指

数证券投资基金

博时上证自然

资源ETF

资源ETF 资源ETF 510410

3

博时上证5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

证券投资基金

博时上证

50ETF

上50ETF 上证50ETF博时 510710

4

博时中证央企结构调整交易型

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博时央企结构

调整ETF

央调ETF 央调ETF 512960

5

博时中证可持续发展100交易型

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博时可持续发

展100ETF

可持续 可持续发展ETF 515090

6

博时沪深30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

证券投资基金

博时沪深

300ETF

HS300E 沪深300ETF博时 515130

7

博时中证红利交易型开放式指

数证券投资基金

博时中证红利

ETF

红利博时 红利ETF博时 515890

一、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

机构名称 客服电话 网址

第一创业证券 95358 http://www.firstcapital.com.cn

或致电博时一线通：95105568(免长途话费)� ，登录本公司网站www.bosera.com了解有关情况。

二、重要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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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者投资于基金时应认真阅读基金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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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1年9月3日

关于博时中证科创创业50交易型

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新增部分

券商为申购、赎回代办券商的公告

由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申请，并经上海证券交易所确认，自2021年9月3日

起，本公司将新增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信证券” ）、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安信证券”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泰君安证券” ）为博时中证科创创业50交易

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简称：博时中证科创创业50ETF，证券简称：科创创业，扩位证券简

称：科创创业50ETF，交易代码：588390）申购、赎回业务的代办券商（以下简称“一级交易商” ）。

一、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

机构名称 客服电话 网址

国信证券 95536 http://www.guosen.com.cn

安信证券 95517 http://www.essence.com.cn

国泰君安证券 95521/4008888666 https://www.gtja.com

或致电博时一线通：95105568(免长途话费)� ，登录本公司网站www.bosera.com了解有关情况。

二、截至2021年9月3日，博时中证科创创业50ETF一级交易商名单如下：

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东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方正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国盛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恒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华创

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华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平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天风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湘财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国银河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信证券（山东）有限责任公司、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信

证券华南股份有限公司、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三、重要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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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者投资于基金时应认真阅读基金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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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1年9月3日

关于旗下部分基金参与中国中金财富证券有限公司申购费率优惠的公告

为答谢广大客户长期以来给予的信任与支持，经与中国中金财富证券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中金财富证券” ）协商一致，现决定东方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

司” ）旗下部分基金参与中金财富证券申购(含定期定额投资，不含认购和转换转入）费率

优惠活动（仅限前端申购模式）。 现将具体费率优惠情况公告如下：

一、适用费率优惠

1.费率优惠内容

自 2021年9月6日起，投资者通过中金财富证券申购(含定期定额投资，不含认购和转

换转入）本公司旗下部分基金（仅限前端申购模式），申购(含定期定额投资，不含认购和转

换转入）费率折扣不设限制，具体折扣费率以中金财富证券活动公告为准。 优惠前基金费

率为固定费用的，则按原费率或固定费用执行，不再享有费率折扣。

2.适用基金范围

本公司管理的且在中金财富证券销售的非零申购费率开放式基金。

费率优惠期限内，如本公司新增通过中金财富证券销售的基金，则自该基金开放申购

当日起，自动参与中金财富证券费率优惠活动（含定期定额投资，不含认购和转换转入，仅

限前端申购模式）。

3.费率优惠期限

截止时间以中金财富证券官方网站公告为准。

二、重要提示

1.投资者欲了解基金的费率情况，请详见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基金

产品资料概要》等法律文件，以及本公司发布的最新业务公告。

2. 本费率优惠仅适用于本公司旗下管理的通过中金财富证券销售并处于正常申购期

的基金，且为前端收费模式的基金，不包括后端收费模式的基金以及处于封闭期的基金。

3.定期定额投资业务不额外收取手续费用,定期定额申购费率与相关基金的日常的申

购费率相同。 基金“暂停申购”期间，对于“暂停申购”前已开通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的投资

者，照常受理其投资业务。 “暂停申购”前未开通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的投资者，暂停受理其

定期定额开户和投资业务，但如遇特殊情况以公告为准。

4. 费率优惠活动期间， 业务办理的业务规则和流程以中金财富证券的安排和规定为

准。中金财富证券有权不时调整其活动及费率优惠安排，相关活动的具体规定如有变化，以

中金财富证券网站的最新公告为准，敬请投资者关注。

三、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了解或咨询相关情况

1.中国中金财富证券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95532/400-600-8008

网址：www.ciccwm.com

2.本公司客户服务中心电话：400-628-5888

网站：www.orient-fund.com或www.df5888.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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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金管理人管理的基金业绩不构成对其他基金业绩表现的保

证。 基金管理人提醒投资人遵循基金投资“买者自负” 的原则， 应认真阅读《基金合同》、

《招募说明书》、《基金产品资料概要》等基金法律文件， 全面认识产品风险收益特征和产

品特征，充分考虑自身的风险承受能力，理性判断市场，在对申购基金的意愿、时机、数量等

投资行为做出独立、谨慎决策后， 基金运营状况与基金净值变化引致的投资风险，由投资

者自行负担。

特此公告。

东方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二○二一年九月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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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江丰电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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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1、宁波江丰电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的会议通知于

2021年8月30日通过电子邮件等方式送达至各位董事，通知中包括会议的相关资料，同时列明了会议的

召开时间、地点、内容和方式。

2、本次董事会于2021年9月1日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及通讯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3、本次董事会应出席董事9人，实际出席董事9人。 其中现场出席会议的董事3人，董事姚力军先生、

张辉阳先生、徐洲先生，独立董事费维栋先生、张杰女士和刘秀女士以通讯方式参会。

4、本次董事会由董事长姚力军先生主持，公司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董事会。

5、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

有关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如下议案：

1、审议通过《关于使用募集资金向全资子公司增资和提供借款实施募投项目及使用募集资金置换

预先投入自筹资金的议案》

经审议，经全体董事审议表决，一致同意公司使用募集资金7,700万元向全资子公司广东江丰电子

材料有限公司进行增资，使用募集资金4,225.96万元向其提供借款；同时，使用募集资金22,700万元向

全资子公司武汉江丰电子材料有限公司进行增资，使用募集资金1,919.12万元向其提供借款。 另外，同

意公司使用募集资金6,089.82万元置换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专项鉴

证报告。 保荐机构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出具了相关核查意见。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相关公告。

表决结果：同意票 9�票，反对票 0�票，弃权票 0�票，获全票通过。

2、审议通过《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经审议， 全体董事一致同意公司全资子公司广东江丰电子材料有限公司和武汉江丰电子材料有限

公司使用不超过人民币2亿元的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

超过12个月，到期将归还至募集资金专户。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保荐机构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出具了相关

核查意见。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相关公告。

表决结果：同意票 9�票，反对票 0�票，弃权票 0�票，获全票通过。

3、审议通过《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为了完善公司治理，规范公司运作，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2020年修订）》、

《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2020年修订）》的有关规定，结合公司实际情况，经审

议，全体董事一致同意公司对《公司章程》“第四章 股东和股东大会” 之“第二节 股东大会的一般规

定”之“第四十条” 之“（十四）审议达到下列标准的重大交易事项” 中的有关内容进行修订，并同意公

司授权董事长或董事长安排指定人员办理工商营业执照变更及《公司章程》变更的相关事项。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同日发布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公

告》以及《公司章程（2021�年 9月）》。

表决结果：同意票 9�票，反对票 0�票，弃权票 0�票，获全票通过。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且作为特别决议议案，需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含）同意。

4、审议通过《关于召开公司2021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经审议，全体董事一致同意于2021年9月22日召开公司2021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就上述须由股

东大会审议的议案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本次股东大会将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0票回避，获参与表决的董事全票通过。

三、备查文件

1、第三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关于第三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宁波江丰电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9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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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江丰电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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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1、本次监事会通知于2021年8月30日通过邮件等方式送达至各位监事，通知中包括会议的相关资

料，同时列明了会议的召开时间、地点、内容和方式。

2、本次监事会于2021年9月1日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及通讯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3、本次监事会应出席监事3名，实际出席监事3名，张英俊先生、韩刚先生和汪宇女士以通讯方式参会。

4、本次监事会由监事会主席张英俊先生主持，公司董事会秘书、财务总监列席了本次监事会。

5、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

有关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如下议案：

1、审议通过《关于使用募集资金向全资子公司增资和提供借款实施募投项目及使用募集资金置换

预先投入自筹资金的议案》

经全体监事审议表决，一致同意公司使用募集资金7,700万元向全资子公司广东江丰电子材料有限

公司进行增资，使用募集资金4,225.96万元向其提供借款；同时，使用募集资金22,700万元向全资子公

司武汉江丰电子材料有限公司进行增资，使用募集资金1,919.12万元向其提供借款。 另外，同意公司使

用募集资金6,089.82万元置换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专项鉴证报告。 保荐机构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出

具了相关核查意见。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相关公告。

表决结果：同意票 3�票，反对票 0�票，弃权票 0�票。

2、审议通过《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经审核， 监事会认为公司全资子公司广东江丰电子材料有限公司和武汉江丰电子材料有限公司使

用不超过人民币2亿元的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12

个月，到期将归还至募集资金专户，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

的监管要求》、《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相关规定，决策程序合法、有效；本次

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有助于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降低公司财务费用，符合公司

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保荐机构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出具了相关核查意见。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相关公告。

表决结果：同意票 3�票，反对票 0�票，弃权票 0�票。

三、备查文件

1、第三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宁波江丰电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1年9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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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动力定02” 可转换公司债券付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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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动力定02债券付息登记日：2021年9月8日；

●动力定02债券除息日：2021年9月9日；

●动力定02债券付息日：2021年9月9日

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动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中国动力” ）于2020年9月9日发行的

中国动力定向可转债02(以下简称“本期债券” 或“动力定02” )将于2021年9月9日开始支付自2020年9

月9日至2021年9月8日期间的利息。根据公司《中国动力发行普通股和可转换公司债券购买资产并募集

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修订稿）》有关条款的规定，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本期债券基本情况

（一）债券简称：动力定02；

（二）债券代码：110808；

（三）发行总额：人民币150,000万元；

（四）票面金额：100元/张；

（五）债券类型：可转换为公司A股股票的公司债券

（六）债券利率：第一年0.2%、第二年0.4%、第三年1.0%、第四年1.5%、第五年1.8%、第六年2.0%；

（七）债券期限：6年，自2020年9月9日起，至2026年9月8日止；

（八）转股期限：2021�年 3�月 9�日至 2026�年 9�月 8�日（自发行结束之日起满 6个月后第一

个交易日起至可转换公司债券到期日止）；

（九）转股价格：初始转股价格为20.23元/股，最新转股价格为20.16元/股。

二、本次付息方案

根据本公司《中国动力发行普通股和可转换公司债券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

（修订稿）》有关条款的规定，本次付息为本期债券第一年付息，计息期间为2020年9月9日至2021年9月

8日。 本计息年度票面利率为0.2%（含税），即每张面值100元人民币可转债兑息金额为0.2元人民币（含

税）。

三、本次付债权登记日、除息日和付息日

（一）本次债券付息登记日：2021年9月8日；

（二）动力定02债券除息日：2021年9月9日；

（三）本次债券付息日：2021年9月9日。

四、付息对象

本次付息对象为截止2021年9月8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

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全体“动力定02” 持有人。

五、本次付息办法

（一）本公司与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签订委托代理债券兑付、兑息协议，委

托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进行债券兑付、兑息。 如本公司未按时足额将债券兑付、

兑息资金划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指定的银行账户， 则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

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将根据协议终止委托代理债券兑付、兑息服务，后续兑付、兑息工作由本公司自行

负责办理，相关实施事宜以本公司的公告为准。 公司将在本期兑息日2个交易日前将本期债券的利息足

额划付至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指定的银行账户。

（二）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在收到款项后，通过资金结算系统将债券利息划

付给相应的兑付机构（证券公司或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认可的其他机构），投资

者于兑付机构领取债券利息。 ”

六、关于公司债券利息所得税的说明

（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以及其他相关税收法规和文件的规定，对于持有可转

债的居民企业，其债券利息所得税自行缴纳。因此，公司对居民企业持有的每张面值100元人民币可转债

实际派发金额为0.20元人民币（含税）。

（二）对于持有本期债券的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等非居民企业（其含义同《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

得税法》），根据2008年1月1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所得税法》及其实施条例、2009年1月1日起

施行的《非居民企业所得税源泉扣缴管理暂行办法》（国税发【2009】3号）及2018年11月7日发布的

《关于境外机构投资者境内债券市场企业所得税增值税政策的通知》（财税【2018】108号）等规定，自

2018年11月7日起至2021年11月6日止，对境外机构投资境内债券市场取得的债券利息收入暂免征收企

业所得税和增值税。 因此，对非居民企业（包括QFII，RQFII）债券持有者取得的本期债券利息免征收企

业所得税，即公司向非居民企业持有的每张面值100元人民币可转债实际派发金额为人民币0.20元（含

税）。 上述暂免征收企业所得税的范围不包括境外机构在境内设立的机构、场所取得的与该机构、场所

有实际联系的债券利息。

（三）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以及其他相关税收法规和文件的规定，本期债券个人

投资者应缴纳公司债券个人利息收入所得税。 本期债券利息个人所得税将由各兑付机构负责代扣代缴

并直接向各兑付机构所在地的税务部门缴付。本期债券的个人利息所得税征缴说明如下：1.纳税人：本期

债券的个人投资者；2.征税对象：本期债券的利息所得；3.征税税率：按利息额20%征收，即每张面值100

元人民币可转债兑息金额为0.20元人民币（税前)，实际派发利息为0.16元（税后)；4.征税环节：个人投资

者在兑付机构领取利息时由兑付机构一次性扣除；5.代扣代缴义务人：负责本期债券付息工作的各兑付

机构。

七、本次付息的相关机构

（一）发行人：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地址：北京市海淀区首体南路9号主语国际1号楼19层

联系部门：证券事务部

联系电话：010-88573330

（二）独立财务顾问：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华融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1.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地址：北京市朝阳区亮马桥路48号中信证券大厦

联系电话：010-60837371

2.华融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地址：北京市朝阳门北大街18号人保寿险大厦

联系电话：010-85556365

特此公告。

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动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九月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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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2021年半年度业绩说明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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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议召开时间：2021年9月10日（星期五）下午15:00-16:00

●会议召开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

（网址：http://roadshow.sseinfo.com/）；

●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网络互动

●投资者可于2021年9月9日（周四）17:00前将有关问题通过电子邮件的形式发送至公司投资者

关系邮箱（sh600482@163.com）。 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动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中国动力” ）已于2021年8月27日发布

2021年半年度报告，为便于广大投资者更全面深入地了解公司2021年半年度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公司计

划于2021年9月10日下午15:00-16:00举行2021年半年度业绩说明会，就投资者关心的问题进行交流。

一、 说明会类型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以网络互动形式召开， 公司将针对2021年半年度的经营成果及财务指标的具体

情况与投资者进行互动交流和沟通，在信息披露允许的范围内就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二、 说明会召开的时间、地点

（一） 会议召开时间：2021年9月10日下午15:00-16:00

（二） 会议召开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网址：http://roadshow.sseinfo.com/）

（三） 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网络互动

三、 参加人员

中国动力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王善君先生；证券事务部工作人员。

四、 投资者参加方式

（一） 投资者可在2021年9月10日下午15:00-16:00， 通过互联网登陆上证路演中心（http:

//roadshow.sseinfo.com/），在线参与本次业绩说明会，公司将及时回答投资者的提问。

（二）投资者可于2021年9月9日（周四）17:00前将有关问题通过电子邮件的形式发送至公司投资

者关系邮箱（sh600482@163.com）。 公司将在发布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五、联系人及咨询办法

联系人： 中国动力证券事务部

电话：010-88573330

邮箱： sh600482@163.com

六、其他事项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召开后， 投资者可以通过上证路演中心（http://roadshow.sseinfo.com/）查

看本次投资者说明会的召开情况及主要内容。

特此公告。

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动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九月三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