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091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2012年8月16日 星期四

泰达宏利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增聘基金经理的公告

农银汇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变更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２０１２年８月１６日

公告送出日期：２０１２年８月１６日
１．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管理公司名称
农银汇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高管变更类型
新任基金管理公司董事长、离任基金管理公司董事长
２．新任高级管理人员的相关信息

１ 公告基本信息

１９７６年起从事金融工作，１９８０年起历任中国农业银行山东省龙口市支
行行长、山东省分行部门负责人及副行长、青岛分行行长、山东省分行
行长、信贷管理部总经理、总行运营管理总监，现任中国农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投资总监。
基金从业资格
中国
大学本科

过往从业经历
取得的相关从业资格
国籍
学历、学位

新任高级管理人员职务
公司董事长
新任高级管理人员姓名
刁钦义
是否经中国证监会核准取得高管
是
任职资格
中国证监会核准高管任职资格的
２０１２年８月９日
日期
任职日期
２０１２年８月９日

３．离任高级管理人员的相关信息
离任高级管理人员职务
离任高级管理人员姓名
离任原因
离任日期
转任本公司其他工作岗位的说明

基金名称
基金简称
基金主代码
基金管理人名称
公告依据
基金经理变更类型（增聘基金经理）
基金经理变更类型（解聘基金经理）
新任基金经理姓名
共同管理本基金的其他基金经理姓名

新任基金经理姓名
任职日期
证券从业年限
证券投资管理从业年限

刘欣

２０１２－０８－１４
５
５

中欧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新增华龙
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为旗下基金代销
机构并同时开通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的
公告

１、咨询华龙证券销售网点；
２、登录华龙证券网站：ｗｗｗ．ｈｌｚｑｇｓ．ｃｏｍ ；
３、 致电华龙证券客户服务热线：０９３１ －４８９０１００、０９３１ －４８９０６１９、０９３１ －
４８９０６１８ ；
３、登录中欧基金网站：ｗｗｗ．ｌｃｆｕｎｄｓ．ｃｏｍ ；
４、致电中欧基金客户服务电话：４００－７００－９７００，０２１－６８６０９７００。
特此公告。
中欧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年８月１６日

投资者欲了解上述基金的详细信息，请仔细阅读其招募说明书、基金合同
以及其他相关公告。
自２０１２年８月１６日起，投资者可以通过华龙证券办理开户、申购（
含定期定
额申购）、赎回等业务。 业务办理的具体事宜请遵从华龙证券的相关规定。
定期定额投资业务
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的投资者须开立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
１、凡申请办理“
限责任公司的深圳开放式基金账户， 已开立上述基金账户的投资者可以通过
华龙证券申请办理此业务，具体办理程序遵循华龙证券的相关规定。
２、通过华龙证券办理上述基金的定投业务，每期最低申购额为１００元人民
币（
含申购费）。 本业务不受日常申购的最低数额限制。
３、定投业务不收取额外费用，申购费率适用于所定投基金的正常申购费
率，计费方式等同于正常的申购业务。 申购费率及计费方式请参见各相关基金
最新的招募说明书及相关公告。
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

兴业全球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年８月１６日

中欧新趋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
ＬＯＦ）基金经理变更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２０１２年８月１６日
１．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基金简称
基金主代码
基金管理人名称
公告依据
基金经理变更类型
新任基金经理姓名
共同管理本基金的其他基金经理姓名

中欧新趋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ＬＯＦ ）
中欧新趋势股票（ＬＯＦ ）（场内简称：中欧趋势）

１６６００１
中欧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等
增聘基金经理
魏博
周蔚文、刘水云

２．新任基金经理的相关信息
基金名称
任职日期
证券从业年限
证券投资管理从业年限

魏博

２０１２年８月１５日
５
５
历任中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研究员，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研究员，中欧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中欧新动力股票型证券
投资基金（ＬＯＦ ）基金经理助理兼研究员。
基金主代码
基金名称
任职日期
离任日期

过往从业经历
其中：管理过公募基金的名称及期间

－

是否曾被监管机构予以行政处罚或采取行政
监管措施
是否已取得基金从业资格
取得的其他相关从业资格
国籍
学历、学位
是否已按规定在中国证券业协会注册 ／ 登记

－

－

－

否
是

－
中国
研究生学历、硕士学位
是

３．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上述变更事项已按规定向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监局报告。

基金名称
基金简称
基金主代码
基金管理人名称
公告依据
基金经理变更类型（增聘基金经理）
基金经理变更类型（解聘基金经理）
新任基金经理姓名
共同管理本基金的其他基金经理姓名

公告送出日期：２０１２年８月１６日
基金名称
基金简称
基金主代码
基金合同生效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华宝兴业现金宝货币市场基金
华宝兴业现金宝货币

２４０００６
２００５年３月３１日

华宝兴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证券投资基金法》、《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
公告依据
《华宝兴业现金宝货币市场基金基金 合同》及《华宝
兴业现金宝货币市场基金招募说明书》等
收益集中支付并自动结转为基金份额的日期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１５ 日
收益累计期间
自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６ 日至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１４ 日止

２ 与收益支付相关的其他信息
累计收益计算公式
收益结转的基金份额可赎回起始日
收益支付对象
收益支付办法

投资人累计收益 ＝∑ 投资人日收益（即投资人日收益逐
日累加）
注 ： 本 次 累 计 收 益 计 算 期 间 为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６ 日 至
２０１２年８月１４日
２０１２年８月１６日
收益支付日在华宝兴业基金管理有 限公司登记 在册的
本基金全体持有人
本基金收益支付方式默认为收益再 投资方式， 投 资者
收 益 结 转 的 基 金 份 额 将 于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１５ 日 直 接 计 入 其
基金账户，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１６ 日起可查询及赎回

税收相关事项的说明

费用相关事项的说明

根据摩根士丹利华鑫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本公司”）与上海长
量基金销售投资顾问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长量投顾”）签署的代销协议和相
关业务准备情况，本公司自２０１２年８月１７日起，增加长量投顾代理本公司旗下
部分基金的销售业务，同时参与其开展的基金申购费率优惠活动。 现将有关
事项公告如下：
一、适用基金
基金代码：
１． 摩根士丹利华鑫资源优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ＬＯＦ）（
１６３３０２）
基金代码：１６３３０３）
２． 摩根士丹利华鑫货币市场基金（
长量投顾将在其各营业网点办理本公司上述基金的开户、申购、赎回、定
期定额投资、基金转换及其他相关业务。
二、申购费率优惠活动
自２０１２年８月１７日起， 投资者通过长量投顾以非现场方式申购或定期定
额申购摩根士丹利华鑫资源优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ＬＯＦ），其申购费率享
有最低４折优惠。 若折扣后申购费率低于０．６％，则按０．６％执行；若原申购费率
等于或低于０．６％，或者为固定费率，则按原费率执行，不再享有费率折扣。
原费率指本公司基金招募说明书规定的相应申购费率。
上述业务办理的流程以长量投顾的规定为准。上述优惠活动的解释权归
长量投顾所有。
三、基金定期定额投资业务
１． 扣款金额和扣款日期
１）每期最低扣款金额不得低于人民币１００元，具体最低扣款金额还须遵

循长量投顾的规定。 投资者可与长量投顾约定每期扣款金额。
２）投资者可与长量投顾约定每期扣款日期，若扣款日为非基金交易日，
则顺延到下一交易日。
２．业务办理
具体办理程序请遵循长量投顾的有关规定，具体扣款方式以长量投顾的
相关业务规则为准。 本公司可能因故暂停各基金的申购业务，基金定期定额
投资业务也可能同时暂停，届时具体开放时间以本公司公告为准。
四、基金转换业务
转换业务规则、费率及相关重要事项等详见本公司发布的上述基金相关
业务公告。
五、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详情：
１、上海长量基金销售投资顾问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４００－０８９－１２８９
网站：ｗｗｗ．ｅｒｉｃｈｆｕｎｄ．ｃｏｍ
２、摩根士丹利华鑫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４００－８８８８－６６８（
免长途费）
网站：ｗｗｗ．ｍｓｆｕｎｄｓ．ｃｏｍ．ｃｎ
特此公告。
摩根士丹利华鑫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一二年八月十六日

关于招商安盈保本混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提前结束募集的公告

金（
基金代码：２１７０２３）增加长量为其代销机构。 另外，为答谢广大投资者长期以来的信
任与支持，经与长量协商，决定上述基金自２０１２年８月１６日起参与长量费率优惠活动。 投
资者欲了解上述基金详细信息，请仔细阅读上述基金的基金合同和招募说明书等法律文
件。
一、办理场所
长量全国各网点均可为投资者办理招商信用增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的账户开户、
申购、赎回等业务。 具体办理程序请遵循代销机构的相关规定。
二、费率优惠活动
投资者通过长量在全国各指定网点及网上交易系统成功办理申购（
仅限场外前端模
式）业务的，原前端申购费率高于０．６％的，前端申购费率按四折优惠（
即：实收前端申购费
率＝原前端申购费率×０．４），但优惠后的实收前端申购费率应不低于０．６％，如折后费率低
于０．６％，则按０．６％执行；原前端申购费率等于、低于０．６％或是固定费用的，则按原前端申
购费率执行。
三、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了解或咨询相关情况
１、各销售机构客服电话及网址

刘欣先生毕业于清华大学数学科学系，理学硕士。 ２００７ 年 ７
月至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就职于工银瑞 信基金管理 有限公司任 定
量分析师；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至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就职于嘉 实基金管理
有限公司任定量分析师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加盟 泰达宏利基 金管
理有限公司，担任产品与金融工程部高级研究员。

为进一步方便个人投资者通过网上直销方式投资于国泰基金管理有限
公司（
以下简称“
本公司”）旗下的开放式基金，经与通联支付网络服务有限公
司（
以下简称“
通联支付”）协商一致，本公司网上直销交易系统自２０１２年８月
１７日起，开通通联支付覆盖的中国农业银行借记卡和中国建设银行借记卡网
上直销交易业务。 持有上述银行借记卡的个人投资者可通过本公司网上交易
系统办理相关手续后， 进行本公司旗下开放式基金的交易及查询等各项业
务。
一、适用投资者范围
凡是持有中国农业银行借记卡和中国建设银行借记卡，并已通过通联支
付在本公司网上直销交易系统开立基金交易账户， 依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
相关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及相关业务规则的规定可以投资证券投资
基金的个人投资者。
二、适用基金范围。
本公司管理的开通网上交易方式的所有开放式基金。
三、适用业务范围
基金账户开户、基金认购、申购、赎回、定期定额申购、基金转换、设置分
红方式等业务。 各基金可以办理的具体业务应符合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与相
关基金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及相关业务规则和公告的规定。
中国建设银行借记卡暂不支持定期定额申购业务。 日后若支持定期定额
申购业务，请以相关公告为准。
四、费率优惠
１、基金申购费率优惠
通过通联支付支持的上述银行卡，在国泰基金网上交易平台申购前端收
费模式下相关基金，基金原申购费率高于０．６％的，优惠申购费率按原申购费
率的４ 折执行，但优惠后的申购费率不低于０．６％；基金原申购费率等于或低
于０．６％的，则按原申购费率执行，不再享有费率优惠。
本公司旗下新基金募集期间，个人投资者通过网上交易方式认购新基金
所适用的费率与通过其他交易方式认购该基金的费率结构相同，不享受优惠
费率。
２、基金定期定额申购费率优惠
通过中国农业银行卡，在国泰基金网上交易平台办理前端收费模式下相
关基金定期定额投资业务，基金原定期定额申购费率高于０．６％的，优惠申购
费率按原申购费率的４ 折执行，但优惠后的申购费率不低于０．６％；基金原定

根据招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与上海长量基金销售投资顾问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长
招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旗下开放式基金销售和服务代理协议》及《
开放式证
量＂）签署的《
券投资基金代理销售补充协议》，自２０１２年８月１６日起，招商信用增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

网址

客服电话

４００－０８９－１２８９

２、招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站：ｗｗｗ．ｃｍｆｃｈｉｎａ．ｃｏｍ
３、招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客服电话：４００－８８７－９５５５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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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资者投资于上述基金时应认真阅读上述基金的基金合
同、招募说明书等资料。 敬请投资者留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招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一二年八月十六日

基金名称

－

任职日期

－

离任日期

－

３ 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上述基金经理增聘事项已按规定向中国证券业协会办理增聘手续， 并报中国证券监
督管理委员会北京证监局备案。
泰达宏利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年８月１６日

期定额申购费率等于或低于０．６％的，则按原申购费率执行，不再享有费率优
惠。
３、基金转换费率优惠
基金转换费用由转出和转入基金的申购费补差和转出基金的赎回费
两部分构成，具体收取情况视每次转换时两只基金的申购费率差异情况和赎
回费率而定。
通过通联支付支持的上述银行卡，在国泰基金网上交易平台办理相关基
金转换业务，申购费补差费率以通联支付支持的上述银行卡办理相关基金的
优惠申购费率为计算基准。
４、通过通联支付支持的上述银行卡，在国泰基金网上交易平台办理基金
相关业务的交易费率以本公司相关基金法律文件及更新公告为准。 本公司可
对以上费率进行调整，并依据相关法规的要求进行公告。
五、操作说明
１、 持有中国农业银行借记卡和中国建设银行借记卡的个人投资者可登
录本公司网站（
ｗｗｗ．ｇｔｆｕｎｄ．ｃｏｍ），按照提示通过相应银行卡进行网上开户。
２、完成上述手续后，个人投资者即可登录本公司网上交易系统，按照有
关提示办理本
公司旗下有关开放式基金的交易及查询等业务。
六、重要提示
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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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资者投资于本基金管理人管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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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投资者申请使用本公司网上交易业务前，应认真阅读有关网上交易协
议、相关规则，了解网上交易的固有风险。 投资者应慎重选择，并在使用时妥
善保管好网上交易信息，特别是相关账号和密码。
３、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了解或咨询详请：
国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址：ｈｔｔｐ：／／ｗｗｗ．ｇｔｆｕｎｄ．ｃｏｍ
国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客服中心电话：４００－８８８－８６８８ （
免长途话费）或
０２１－３８５６９０００
国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客服信箱：ｓｅｒｖｉｃｅ＠ｇｔｆｕｎｄ．ｃｏｍ
特此公告。
国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年８月１６日

海富通货币市场证券投资基金收益支付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２０１２年８月１６日

基金名称
基金简称
基金主代码
基金合同生效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海富通货币市场证券投资基金
海富通货币

税收相关事项的说明

５１９５０５
２００５年１月４日

费用相关事项的说明

海富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海富通货币 市场证券投 资基金基金 合同》、《海富通 货币市场证 券投
资基金招募说明书》

公告依据

收益集中支付并自动结转为基金
２０１２年８月１５日
份额的日期
收益累计期间
自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７ 日至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１５ 日止

２． 与收益支付相关的其他信息
累计收益计算公式
收益结转的基金份额可赎回起始日
收益支付对象
收益支付办法

累计收益 ＝∑ 份额持有人 ｉ 日的份额余额 ／ １００００× 基金 ｉ 日的万份
净收益，其中ｉ为日期（即每日收益的计算结果以去尾方式保留到
分，再逐日累加）
２０１２年８月１７日
收益支付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基
金全体份额持有人。
本基金收益支付方式为收益再投资方式， 投资者收益结转的基
金份额将于收益支付日的次一工作日直接计入其基金账户，投
资者可于收益支付日后的第二个工作日起查询和赎回。

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有关税收
问题的通知》（财税字［２００２ ］１２８ 号），对投资者（包括个人和机构
投资者）从基金分配中取得的收入，暂不征收个人所得税和企业
所得税。
本基金本次收益支付免收分红手续费和再投资手续费。

３．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１）、投资者于收益支付日申请申购、转换转入的基金份额不享有当日的收
益，申请赎回、转换转出的基金份额享有当日的收益；
２）、 本基金投资者的累计收益将于每月１５日集中支付并按１．００元的份额
面值自动结转为基金份额，若该日为非工作日，则顺延至下一工作日；
３）、 本基金分Ａ级和Ｂ级份额，Ａ级份额的基金代码为５１９５０５，Ｂ级份额的
基金代码为５１９５０６；
４）、咨询方法：
４．１）登陆海富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站：ｈｔｔｐ：／／ｗｗｗ．ｈｆｔｆｕｎｄ．ｃｏｍ；
４．２） 致电海富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全国统一客户服务电话：４００８８－
４００９９。
特此公告。
海富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年８月１６日

国投瑞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新增开放式基金销售机构的公告
根据国投瑞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本公司”）分别与联讯证券有
限责任公司、上海长量基金销售投资顾问有限公司、上海好买基金销售有限公
司、诺亚正行（
上海）基金销售投资顾问有限公司、深圳众禄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
以下分别简称 “
联讯证券”、“
长量基金销售”、“
好买基金销售”、“
诺亚正行”、
众禄基金销售”）签署开放式基金销售代理协议，自２０１２年８月２０日起，联讯证
“
券、长量基金销售、好买基金销售、诺亚正行、众禄基金销售将代理本公司旗下
开放式基金的销售业务。
一、代理基金
基金简称
国投瑞银融华债券
国投瑞银景气行业混合
国投瑞银核心企业股票
国投瑞银创新动力股票
国投瑞银稳健增长混合
国投瑞银成长优选股票
国投瑞银稳定增利债券
国投瑞银货币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ｅｒｉｃｈｆｕｎｄ．ｃｏｍ

－

国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开通通联支付中国农业银行借记卡、中国
建设银行借记卡网上基金直销业务并实施申购费率优惠的公告

国投瑞银优化增强债券

招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招商信用增强债券型
证券投资基金增加上海长量基金销售投资顾问有
限公司为代销机构并参与其费率优惠活动的公告

是否曾被监管机构予以行政处罚或采取
否
行政监管措施
是否已取得基金从业资格
是
取得的其他相关从业资格
－
国籍
中国
理学硕士
学历、学位
是否已按规 定在中国证 券业协会注 册 ／
是
登记

泰达宏利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是
否
刘欣
王咏辉
刘欣

过往从业经历

基金主代码

１６２２１３

１．公告基本信息
根 据 财 政 部 、国 家 税 务 总 局 《关 于 开 放 式 证 券 投
资基金有关税收问题的通知》（财税字［２００２ ］１２８
号 ），对 投 资 人 （包 括 个 人 和 机 构 投 资 者 ）从 基 金
分配中取得的收入，暂不征收个人所得税和企业
所得税
本基金本次收益分配免收分红手续费和再投资
手续费

３ 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如遇节假日，则顺
１、本基金投资人的收益每日进行分配，并于每月１５日（
延至下一个工作日）集中按１元面值自动转为基金份额。 累计收益的计算期间
为上次收益结转日至当月结转日的前一日，特殊情况将另行公告。
２、另外，华宝兴业基金管理公司提请广大本基金的持有人定期核查自己
的账户余额。 根据基金合同的规定，本基金按日进行收益分配，当日收益的精
度为０．０１元，小数点第三位采用去尾的方式，因此，当账户余额过低时，将出现
无收益分配的情形。 此时，持有人可选择追加基金份额或者全部赎回等方式
避免自身资产的损失。 具体内容，请参见本基金合同中的相关章节。
３、 如有其它疑问， 请拨打本公司客户服务电话 （
４００－７００－５５８８、０２１－
３８９２４５５８）或登陆本公司网站（
ＷＷＷ．ＦＳＦＵＮＤ．ＣＯＭ） 获取相关信息。
特此公告。
华宝兴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年８月１６日

渠道
上海长量基金销售投资
顾问有限公司

离任日期

－

泰达宏利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年８月１６日

其中：管理过公募基金的名称及期间

２０１２－０８－１４
５
５

摩根士丹利华鑫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旗下部分基金增加
上海长量基金销售投资顾问有限公司为代销机构并参与申购费率优惠活动的公告

招商安盈保本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
基金简称： 招商安盈保本混合， 基金代码：
２１７０２４）经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２〕１０４８号文批准，于２０１２年８月１５日开始募集，原定
募集截止日为２０１２年９月５日，募集目标上限为５０亿元人民币。
基金发售期间，广大投资者认购踊跃，根据初步统计，招商安盈保本混合基金截至
２０１２年８月１５日累计认购申请已经接近原定募集目标上限的要求。 为保护基金投资人
招商安盈保本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和《
招商安盈保本混合型证券
利益，根据《
投资基金份额发售公告》的有关规定，本基金管理人招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经与本基金
托管人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及本基金销售代理机构协商，并经请示中国证监会同
意，决定将募集截止时间提前至２０１２年８月１５日，即从２０１２年８月１６日起不再接受投资者
的认购申请。
特此公告。
招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年８月１６日

任职日期

－

是否曾被监管机构予以行政处罚或采取
否
行政监管措施
是否已取得基金从业资格
是
取得的其他相关从业资格
－
国籍
中国
学历、学位
理学硕士
是否已按规定在中国证券业协会注册 ／
是
登记
３ 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上述基金经理增聘事项已按规定向中国证券业协会办理增聘手续，并报中国证券监督
管理委员会北京证监局备案。

泰达宏利中证财富大盘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泰达宏利财富大盘指数

２ 新任基金经理的相关信息
新任基金经理姓名
任职日期
证券从业年限
证券投资管理从业年限

华宝兴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华宝兴业现金宝货币市场基金
收益结转的公告
１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

公告送出日期：２０１２年８月１６日

根据上述规定，兴业全球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本公司”）再次提
醒广大客户，如果您的身份证件是第一代身份证，或者您的身份证件或者身
份证明文件已过有效期，请及时到开立基金账户的机构办理身份证件或者身
份证明文件更新手续，以免影响交易。
免长途费），０２１－
如有疑问，请拨打本公司客户服务热线：４００－６７８－００９９（
３８８２４５３６，也可登录本公司网站ｈｔｔｐ：／／ｗｗｗ．ｘｙｆｕｎｄｓ．ｃｏｍ．ｃｎ获取相关信息。
特此公告。

基金名称
中欧新趋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ＬＯＦ ）
中欧新蓝筹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中欧稳健收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Ａ
中欧稳健收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Ｃ
中欧价值发现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中欧中小盘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ＬＯＦ ）
中欧沪深 ３００ 指数增强型证券投资基金（ＬＯＦ ）
中欧增强回报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ＬＯＦ ）
中欧新动力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ＬＯＦ ）
中欧鼎利分级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中欧盛世成长分级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中欧信用增利分级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注：暂不参与定期定额投资业务）

基金主代码

－

刘欣先生毕业于清华大学数学科学系，理学硕士。 ２００７ 年 ７
月至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就职于工银瑞 信基金管理 有限公司任 定
量分析师；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至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就职于嘉 实基金管理
有限公司任定量分析师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加盟 泰达宏利基 金管
理有限公司，担任产品与金融工程部高级研究员。

１ 公告基本信息

尊敬的兴业全球基金客户：
新《
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法》已于２０１２年１月１日起开始实施。 《
中
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法》第二十三条规定，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
即第一代身份证），自２０１３年１月１日起停止使
份证条例》领取的居民身份证（
用。
根据 《
金融机构客户身份识别和客户身份资料及交易记录保存管理办
法》第二章第十九条规定：“
在与客户的业务关系存续期间，金融机构应当采
取持续的客户身份识别措施，关注客户及其日常经营活动、金融交易情况，及
时提示客户更新资料信息。 ……客户先前提交的身份证件或者身份证明文件
已过有效期的，客户没有在合理期限内更新且没有提出合理理由的，金融机
构应中止为客户办理业务。 ”

１６６００１
１６６００２
１６６００３
１６６００４
１６６００５
１６６００６
１６６００７
１６６００８
１６６００９
１６６０１０
１６６０１１
１６６０１２

泰达宏利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是
否
刘欣
王咏辉

其中：管理过公募基金的名称及期间

泰达宏利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增聘基金经理的公告

兴业全球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提请投资者及时更新
已过期身份证件或者身份证明文件的公告

基金代码

１６２２１６

２ 新任基金经理的相关信息

公司董事长
杨琨
公司股东提议，公司董事会同意。
２０１２年８月９日
无

过往从业经历

根据中欧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中欧基金”）与华龙证券有限责任
公司（
以下简称“
华龙证券”）签署的代销协议和相关业务准备情况，中欧基金
决定从２０１２年８月１６日起增加华龙证券为中欧旗下下述基金的代销机构并同
时开通定期定额投资业务（
特别注明除外）。

泰达宏利中证 ５００ 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
泰达宏利 ５００ 指数分级

国投瑞银瑞和沪深 ３００ 指数
国投瑞银沪深 ３００ 金融地产指数（ＬＯＦ ）
国投瑞银新兴市场股票（ＱＤＩＩ－ＬＯＦ ）
国投瑞银中证消费服务指数（ＬＯＦ ）
国投瑞银中证资源指数（ＬＯＦ ）
国投瑞银新兴产业混合（ＬＯＦ ）
国投瑞银瑞源保本混合

基金代码
前端收费 １２１００１ 后端收费 １２８００１
前端收费 １２１００２ 后端收费 １２８００２
１２１００３ （无后端收费）
前端收费 １２１００５ 后端收费 １２８００５
前端收费 １２１００６ 后端收费 １２８００６
前端收费 １２１００８ 后端收费 １２８００８
１２１００９ （无后端收费）
Ａ 级份额 １２１０１１ （无后端收费），Ｂ 级份额 １２８０１１
（无后端收费）
Ａ 类份额 １２１０１２ Ｂ 类份额 １２８０１２
Ｃ 类份额 １２８１１２
１６１２０７ （无后端收费）
前端收费 １６１２１１ 后端收费 １６１２１２
１６１２１０ （无后端收费）
前端收费 １６１２１３ 后端收费 １６１２１５
前端收费 １６１２１７ 后端收费 １６１２１８
前端收费 １６１２１９ 后端收费 １６１２２０

１２１０１０

二、众禄基金销售原已代销本公司旗下部分开放式基金，本次新增代销基
金为：国投瑞银瑞和沪深３００指数、国投瑞银沪深３００金融地产指数（
ＬＯＦ）、国
投瑞银新兴市场股票（
ＱＤＩＩ－ＬＯＦ）、国投瑞银中证消费服务指数（
ＬＯＦ）、国投瑞
银中证资源指数（
ＬＯＦ）、国投瑞银新兴产业混合（
ＬＯＦ）。
三、对于同时具有前端收费和后端收费业务的基金，联讯证券、长量基金
销售、好买基金销售、诺亚正行、众禄基金销售仅代理基金前端收费业务，后端
收费业务暂未开通。
四、 对于国投瑞银瑞和沪深３００指数、 国投瑞银沪深３００金融地产指数
（
ＬＯＦ）、 国投瑞银新兴市场股票 （
ＱＤＩＩ－ＬＯＦ）、 国投瑞银中证消费服务指数
（
ＬＯＦ）、国投瑞银中证资源指数（
ＬＯＦ）、国投瑞银新兴产业混合（
ＬＯＦ），长量基
金销售、好买基金销售、诺亚正行、众禄基金销售仅代理基金的场外相关业务。
五、联讯证券、长量基金销售、好买基金销售、诺亚正行同时开办国投瑞银
旗下基金的转换业务，基金转换规则详见本公司网站。开通转换业务的基金包
括：国投瑞银融华债券、国投瑞银景气行业混合、国投瑞银核心企业股票、国投
瑞银创新动力股票、国投瑞银稳健增长混合、国投瑞银成长优选股票、国投瑞
银稳定增利债券、 国投瑞银货币、 国投瑞银优化增强债券和国投瑞银瑞源保

本。
六、联讯证券、长量基金销售、诺亚正行、众禄基金销售同时开办上述基金
的定期定额投资业务，具体办理分别以代销机构的相关业务规定为准。对于联
讯证券、长量基金销售的定期定额投资业务，除国投瑞银货币Ｂ每期申购金额
不低于人民币１０万元（
含申购手续费）外，其他基金每期申购金额不低于人民
含申购手续费）；对于诺亚正行、众禄基金销售的定期定额投资业务，
币３００元（
除国投瑞银货币Ｂ每期申购金额不低于人民币１０万元（
含申购手续费）外，其他
含申购手续费）；
基金每期申购金额不低于人民币１００元（
七、除国投瑞银稳定增利债券、国投瑞银货币外，上述基金将同时参加长
适用申购及定期定
量基金销售已开通的非现场交易系统申购费率优惠活动 （
额申购业务），具体业务内容以长量基金销售相关规定为准。
除国投瑞银稳定增利债券、国投瑞银货币外，上述基金将同时参加好买基
适用申购业务），具体业
金销售已开通的非现场交易系统申购费率优惠活动（
务内容以好买基金销售相关规定为准。
本次在众禄基金销售新增代销的基金将同时参加众禄基金销售已开通的
适用申购及定期定额申购业务），具体业务
网上交易系统申购费率优惠活动（
内容以众禄基金销售相关规定为准。
八、咨询方式
１、联讯证券客服电话：４００－８８８８－９２９
２、联讯证券网站：ｗｗｗ．ｌｘｚｑ．ｃｏｍ．ｃｎ
３、长量基金销售客服电话：４００－０８９－１２８９
４、长量基金销售网站：ｗｗｗ．ｅｒｉｃｈｆｕｎｄ．ｃｏｍ
５、好买基金销售客服电话：４００－７００－９６６５
６、好买基金销售网站：ｗｗｗ．ｅｈｏｗｂｕｙ．ｃｏｍ
７、诺亚正行客服电话：４００－８２１－５３９９
８、诺亚正行网站：ｗｗｗ．ｎｏａｈ－ｆｕｎｄ．ｃｏｍ
９、众禄基金销售客服电话：４００６－７８８－８８７
１０、众禄基金销售网站：ｗｗｗ．ｚｌｆｕｎｄ．ｃｎ 及 ｗｗｗ．ｊｊｍｍｗ．ｃｏｍ
１１、本公司客服电话：４００－８８０－６８６８
１２、本公司网站：ｗｗｗ．ｕｂｓｓｄｉｃ．ｃｏｍ
欢迎广大投资者到联讯证券、长量基金销售、好买基金销售、诺亚正行、众
禄基金销售各营业网点咨询、办理相关业务。
特此公告。
国投瑞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年８月１６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