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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旗下部分
开放式基金增加宜信普泽投资顾问（
北京）
有限公司为代销机构的公告

天治稳健双盈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分红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２０１３年７月２２日
１．公告基本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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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金托管人名称

天治稳健双盈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天治稳健双盈债券

３５０００６
２００８ 年 １１ 月 ５ 日

公告依据
收益分配基准日

截止收益分配基准日的相关指标

天治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证 券 投 资 基 金 信 息 披 露 管 理 办 法 》、《天 治 稳 健 双 盈 债 券 型 证 券 投 资 基 金 基 金 合
同》、《天治稳健双盈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等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１８ 日
基准日基金份额净值（单位：元）
１．２２２４
基准日基金可供分配利润（单位：元）
１８１ ，０９８ ，９５９．００
截止基准日按照基金合同约定的分红比
３６ ，２１９ ，７９１．８０
例计算的应分配金额（单位：元）

本 次 分 红 方 案 （单 位 ： 元 ／ １０ 份 基 金 份
０．４０
额）
有关年度分红次数的说明
本次分红为 ２０１３ 年度的第一次分红

２．与分红相关的其他信息
权益登记日
除息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分红对象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３１ 日（场外）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１ 日

红利再投资相关事项的说明

税收相关事项的说明

费用相关事项的说明

权益登记日登记在册的本基金份额持有人
本基金收益分配方式分为两种：现金分红与红利再投资，基金投资者可选择现金红利
或将现金红利按除息日的基金份额净值自动转为基金份额进行再投资； 若投资者不
选择，本基金默认的收益分配方式是现金分红。
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的财税字【２００２ 】１２８ 号《关于开放 式 证 券 投 资 基 金 有 关 税
收 问 题 的 通 知 》，对 投 资 者 （包 括 个 人 投 资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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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益分配时发生的银行转账等手续费用由基金份额持有人自行承担； 如果基金份额
持有人所获现金红利不足支付前述银行转账等手续费用， 注册登记机构自动将该基
金份额持有人的现金红利按除息日的基金份额净值转为基金份额。

３．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本基金的相关销售机构名称及联系方式：
１、直销机构
名称：天治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免长途通话费用）、０２１－６０３７４８００
客户服务电话：４００－０９８－４８００（
网址：ｗｗｗ．ｃｈｉｎａｎａｔｕｒｅ．ｃｏｍ．ｃｎ
电子直销：天治基金网上交易平台“
Ｅ天网”
网址：ｈｔｔｐｓ：／／ｅｔｒａｄｅ．ｃｈｉｎａｎａｔｕｒｅ．ｃｏｍ．ｃｎ／
２、代销机构
（
１）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９５５９９
网址：ｗｗｗ．ａｂｃｈｉｎａ．ｃｏｍ
（
２）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９５５８８
网址：ｗｗｗ．ｉｃｂｃ．ｃｏｍ．ｃｎ
（
３）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９５５３３
网址：ｗｗｗ．ｃｃｂ．ｃｏｍ
（
４）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９５５５９
网址：ｗｗｗ．ｂａｎｋｃｏｍｍ．ｃｏｍ
（
５）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９５５８０
网址：ｗｗｗ．ｐｓｂｃ．ｃｏｍ
（
６）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９５５２８
网址：ｗｗｗ．ｓｐｄｂ．ｃｏｍ．ｃｎ
（
７）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９５５６８
网址：ｗｗｗ．ｃｍｂｃ．ｃｏｍ．ｃｎ
（
８）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９５５５８
网址：ｗｗｗ．ｂａｎｋ．ｅｃｉｔｉｃ．ｃｏｍ
（
９）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９５５２６
网址：ｈｔｔｐ：／／ｗｗｗ．ｂａｎｋｏｆｂｅｉｊｉｎｇ．ｃｏｍ．ｃｎ
（
１０）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４００８８８８８８８
网址：ｗｗｗ．ｃｈｉｎａｓｔｏｃｋ．ｃｏｍ．ｃｎ
（
１１）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９５５５３、４００８８８８００１
网址：ｗｗｗ．ｈｔｓｅｃ．ｃｏｍ
（
１２）申银万国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０２１－９６２５０５
网址：ｗｗｗ．ｓｗ２０００．ｃｏｍ．ｃｎ
（
１３）中信建投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４００８８８８１０８
网址：ｗｗｗ．ｃｓｃ１０８．ｃｏｍ
（
１４）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９５５７５或致电各地营业网点
网址：ｗｗｗ．ｇｆ．ｃｏｍ．ｃｎ
（
１５）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９５５６５、４００８８８８１１１
网址：ｗｗｗ．ｎｅｗｏｎｅ．ｃｏｍ．ｃｎ
（
１６）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１０１０８９９８、４００８８８８７８８
网址：ｗｗｗ．ｅｂｓｃｎ．ｃｏｍ
（
１７）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９５５６２、４００８８８８１２３
网址：ｗｗｗ．ｘｙｚｑ．ｃｏｍ．ｃｎ
（
１８）华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９６５１８（
安徽）、４００８０９６５１８（
全国）
网址： ｗｗｗ．ｈｕａａｎｓ．ｃｏｍ
（
１９）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９５５７９、４００８８８８９９９
网址：ｗｗｗ．９５５７９．ｃｏｍ
（
２０）齐鲁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９５５３８

股票简称：广日股份

网址：ｗｗｗ．ｑｌｚｑ．ｃｏｍ．ｃｎ
（
２１）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９５５１１－８
网址：ｗｗｗ．ｐｉｎｇａｎ．ｃｏｍ
（
２２）湘财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４００－８８８－１５５１
网址：ｗｗｗ．ｘｃｓｃ．ｃｏｍ
（
２３）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４００８００１００１
网址：ｗｗｗ．ｅｓｓｅｎｃｅ．ｃｏｍ．ｃｎ
（
２４）金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４００８８８８２２８
网址：ｗｗｗ．ｊｙｚｑ．ｃｎ
（
２５）万联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４００８８８８１３３
网址：ｗｗｗ．ｗｌｚｑ．ｃｏｍ．ｃｎ
（
２６） 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９５５１３
网址：ｗｗｗ．ｌｈｚｑ．ｃｏｍ
（
２７）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９５５７８
网址：ｗｗｗ．ｇｙｚｑ．ｃｏｍ．ｃｎ
（
２８）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９５５０３
网址：ｗｗｗ．ｄｆｚｑ．ｃｏｍ．ｃｎ
（
２９）第一创业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４００８８８１８８８
网址：ｗｗｗ．ｆｉｒｓｔｃａｐｉｔａｌ．ｃｏｍ．ｃｎ
（
３０）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６０００６８６
网址： ｗｗｗ．ｎｅｓｃ．ｃｎ
（
３１）山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４００－６６６－１６１８、９５５７３
网址：ｗｗｗ．ｉ６１８．ｃｏｍ．ｃｎ
（
３２）宏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４００８－０００－５６２
网址：ｗｗｗ．ｈｙｓｅｃ．ｃｏｍ
（
３３）爱建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０２１－６３３４０６７８
网址：ｗｗｗ．ａｊｚｑ．ｃｏｍ
（
３４）东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９５５３１、４００８８８８５８８
网址： ｗｗｗ．ｌｏｎｇｏｎｅ．ｃｏｍ．ｃｎ
（
３５）新时代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４００６９８９８９８
网址：ｗｗｗ．ｘｓｄｚｑ．ｃｎ
（
３６）国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８８８５２８８，０５１０－８２５８８１６８
网址：ｗｗｗ．ｇｌｓｃ．ｃｏｍ．ｃｎ
（
３７）信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４００８００８８９９
网址：ｗｗｗ．ｃｉｎｄａｓｃ．ｃｏｍ
（
３８）天相投资顾问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０１０－６６０４５６７８
网址： ｗｗｗ．ｔｘｓｅｃ．ｃｏｍ、ｗｗｗ．ｊｊｍ．ｃｏｍ．ｃｎ
（
３９）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４００８８８８６６６
网址： ｗｗｗ．ｇｔｊａ．ｃｏｍ
（
４０）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９５５９７
网址：ｗｗｗ．ｈｔｓｃ．ｃｏｍ．ｃｎ
（
４１）华福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９６３２６
网址：ｗｗｗ．ｇｆｈｆｚｑ．ｃｏｍ．ｃｎ
（
４２）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９５５５８
网址：ｗｗｗ．ｃｓ．ｅｃｉｔｉｃ．ｃｏｍ
（
４３） 中信万通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９５５４８
网址：ｈｔｔｐ：／／ｗｗｗ．ｚｘｗｔ．ｃｏｍ．ｃｎ
（
浙江）有限责任公司
４４）中信证券（
客户服务电话：０５７１－９５５４８
网址：ｈｔｔｐ：／／ｗｗｗ．ｂｉｇｓｕｎ．ｃｏｍ．ｃｎ
（
４５）国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９５５６３
网址：ｗｗｗ．ｇｈｚｑ．ｃｏｍ．ｃｎ
（
４６）太平洋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致电各地营业网点
网址：ｗｗｗ．ｔｐｙｚｑ．ｃｏｍ
（
４７）上海好买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４００７００９６６５
网址：ｗｗｗ．ｅｈｏｗｂｕｙ．ｃｏｍ
（
４８）上海天天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４００１８１８１８８
网址：ｗｗｗ．１２３４５６７．ｃｏｍ．ｃｎ
（
４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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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网址： ｗｗｗ．ｅｒｉｃｈｆｕｎｄ．ｃｏｍ
（
上海）基金销售投资顾问有限公司
５０）诺亚正行（
客户服务电话：４００－８２１－５３９９
网址： ｗｗｗ．ｎｏａｈ－ｆｕｎｄ．ｃｏｍ
（
５１）杭州数米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４０００７６６１２３
网址：ｗｗｗ．ｆｕｎｄ１２３．ｃｎ
（
５２）和讯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４００－９２０－００２２
网址：ｈｔｔｐ：／／ｌｉｃａｉｋｅ．ｈｅｘｕｎ．ｃｏｍ／

股票代码：６００８９４

根据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下称“
本公司”）与宜信普泽投资顾问（
北京）有
限公司（
下称“
宜信普泽投资顾问公司”）签署的代理销售服务协议，自２０１３年７月
２２日起， 本公司将增加宜信普泽投资顾问公司代理下列基金的申购及赎回等业
务，并开通基金定期定额投资业务及转换业务：博时价值增长证券投资基金（
前
端收费，基金代码：０５０００１；后端收费，基金代码：０５１００１）、博时裕富沪深３００指数
证券投资基金 （
基金代码：０５０００２）、 博时现金收益证券投资基金 （
基金代码：
基金代码：０５０００４）、博时稳定价值债券投
０５０００３）、博时精选股票证券投资基金（
资基金（
Ａ类前端收费，基金代码：０５０１０６；Ａ类后端收费，基金代码：０５１１０６；Ｂ类，
基金代码：０５０００６）、博时平衡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代码：０５０００７）、博
时价值增长贰号证券投资基金（
前端收费，基金代码：０５０２０１；后端收费，基金代
码；０５１２０１）、博时第三产业成长股票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代码：０５０００８）、博时新
基金代码：０５０００９）、博时特许价值股票型证券投资
兴成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
前端收费，基金代码：０５００１０；后端收费，基金代码：０５１０１０）、博时信用债券
投资基金 （
Ａ类， 基金代码：０５００１１；Ｂ类， 基金代码：０５１０１１；Ｃ类， 基金代码：
基金代码：０５００１２）、博时上证
０５０１１１）、博时策略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超级大盘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
基金代码：０５００１３）、博时创
业成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前端收费，基金代码：０５００１４；后端收费，基金代码：
０５１０１４）、博时宏观回报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Ａ类，基金代码：０５００１６；Ｂ类，基金
代码：０５１０１６；Ｃ类，基金代码：０５０１１６）、博时行业轮动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
代码：０５００１８）、博时转债增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Ａ类，基金代码：０５００１９；Ｃ
类，基金代码：０５０１１９）、博时深证基本面２００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
接基金（
基金代码：０５００２１）、博时回报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代码：
０５００２２）、博时天颐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Ａ类，基金代码：０５００２３；Ｃ类，基金代
码：０５０１２３）、博时上证自然资源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
基金
代码：０５００２４）、博时医疗保健行业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代码：０５００２６）和博
时信用债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代码：０５００２７）。
自２０１３年７月２２日起，本公司将增加宜信普泽投资顾问公司代理博时大中华
亚太精选股票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代码：０５００１５）、博时抗通胀增强回报证券投资
基金 （
基金代码：０５００２０） 和博时标普５００指 数型 证券投 资基 金 （
基 金代码 ：
０５００２５）的申购及赎回等业务，并开通基金定期定额投资业务。
自２０１３年７月２２日起，本公司将增加宜信普泽投资顾问公司代理博时大中华
亚太精选股票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代码：０５００１５）、博时抗通胀增强回报证券投资
基金 （
基金代码：０５００２０） 和博时标普５００指 数型 证券投 资基 金 （
基 金代码 ：
０５００２５）之间的转换业务。
自２０１３年７月２２日起，本公司将增加宜信普泽投资顾问公司代理博时安心收
基金简称 “
博时安心收益定期开放债券”，Ａ
益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
类，基金代码：０５００２８；Ｃ类，基金代码：０５０１２８）的申购及赎回业务。 根据《
博时安
以下简称“
基金合同”）的有关
心收益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
规定，基金合同生效之日起，博时安心收益定期开放债券每一年开放一次申购、
赎回业务。 博时安心收益定期开放债券的开放日以及开放日办理申购与赎回业
务的具体事宜见基金管理人届时发布的相关公告。
有关详情敬请咨询宜信普泽投资顾问公司客户服务热线：４００－６０９９－５００，
访 问 宜 信 普 泽 投 资 顾 问 公 司 网 站 ：ｗｗｗ．ｙｉｘｉｎｆｕｎｄ．ｃｏｍ； 致 电 博 时 一 线 通 ：

证券代码：６００６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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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临２０１３—０２１

１、公司２０１２年半年度报告包含原钢铁业务１至４月的经营数据，本期净利
润完全由置入资产产生；
２、２０１３年上半年，公司把握市场机遇，加大市场拓展力度，健全销售网络，
不断优化订单结构，订单质量不断提高，销售收入增加；
３、公司积极发挥专业优势，扩大市场外延，积极开拓外部业务，ＬＥＤ业务
发展较快；
４、公司不断优化治理结构，加强内部成本管控，提升管理效率，降低成本。
四、其他说明事项
以上预告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 具体准确的财务数据以公司正式披露
的２０１３年半年度报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广州广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三年七月二十二日

证券简称：Ｓ＊ＳＴ聚友

公告编号：２０１３－０５４

成都聚友网络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股改进展的风险提示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相关股东会议审议情况
公司已于２０１２年８月２７日召开了股权分置改革相关股东会议，会议经表决审议通过了
《
成都聚友网络股份有限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方案》。
二、公司股改保荐机构情况
公司已经聘请国都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为公司股改保荐机构。
三、公司董事会拟采取的措施
根据中国证监会等五部委联合颁布的 《
关于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的指导意见》，对
于绩差公司，鼓励结合资产重组解决股权分置问题。 鉴于上市公司的现状，公司董事会已
提出重大资产重组、债务重组与股权分置改革同步进行的总体方案。 ２０１２年７月９日，公司
关于公司进行重大资产出售及发行股份购买资
２０１２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
产的议案》、《
成都聚友网络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出售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
报告书》（
以下简称“
重组报告书”）及其它相关议案。 ２０１２年１２月２８日，经中国证监会上市
公司并购重组审核委员会２０１２年第４１次并购重组委工作会议审核， 本公司发行股份购买
资产事项获得有条件审核通过。 ２０１２年１２月３１日，公司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的《
关于同意
成都聚友网络股份有限公司股票恢复上市的决定》（
深证上［
２０１２］４７９号）。 决定核准本公
司股票于重大资产重组实施完成后恢复上市。 ２０１３年５月２日，公司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
委员会 《
关于核准成都聚友网络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及向王辉等发行股份购买资
产的批复》（
证监许可［
２０１３］ ６１２号），同意公司进行重大资产重组事宜；王辉及一致行动
人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
关于核准王辉及一致行动人公告成都聚友网络股份有
限公司收购报告书并豁免其要约收购义务的批复》（
证监许可［
２０１３］６１３号）文件，同意豁
免王辉及一致行动人的要约收购义务。
公司董事会将根据核准文件要求及股东大会的授权， 会同王辉及其一致行动人尽快

办理本次重大资产出售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实施事宜，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成都聚友网络股份有
２０１２年８月２７日，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相关股东会议审议通过了《
限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方案》。 公司将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办理股权分置改革的实施手
续。
若公司未能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的要求实施完成重大资产重组和股权分置改革，公
司股票将存在退市风险。 公司董事会提醒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四、保密义务及董事责任
本公司全体董事确认并已明确告知相关当事人，按照《
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管理办
法》第七条等的规定履行保密义务。
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管理办法》、《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
本公司全体董事保证将按照《
票上市规则》及相关业务规则的规定及时披露股改相关事项。
本公司全体董事确认已知《
刑法》、《
证券法》、《
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管理办法》等对
未按规定披露信息、内幕交易等的罚则。
公司联系方式：
联系地址：成都市上升街７２号８楼
邮编：６１００１５
电话：０２８－８６７５８７５１
传真：０２８－８６７５８３３１
联系人：吴锋
电子信箱：ｗｕｆｅｎｇ＠ｕｆｇ．ｃｏｍ．ｃｎ
特此公告。
成都聚友网络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Ｏ一三年七月十九日

关于国泰黄金交易型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份额折算的公告
根据《
国泰黄金交易型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和《
国泰黄金交易型开放式证
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的有关规定，国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本基金管理
人”）决定对国泰黄金交易型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
以下简称“
本基金”）进行基金份额折
算与变更登记，基金份额折算日为２０１３年７月２４日。
一、折算对象
基金份额折算日在本基金登记结算机构登记在册的本基金基金份额。 本基金登记结
算机构为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
二、折算方法
１、份额折算日折算后的每份基金份额净值将与０．０１克上海黄金交易所挂盘交易的黄
金现货合约Ａｕ９９．９９的价值一致。 本基金管理人将按照份额折算日黄金现货合约Ａｕ９９．９９
的收盘价，确定折算日折算后的每份基金份额净值。 基金份额折算由基金管理人向登记
结算机构申请办理，并由登记结算机构进行基金份额的变更登记。
以下简称“
２、２０１３年７月２４日（
Ｔ日”）收市后，基金管理人计算当日的基金资产净值Ｘ、
折算前基金份额总额Ｙ，并与基金托管人进行核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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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嘉陵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集团）
继续停牌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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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本公司控股股东中国南方工业集团公司通知， 本公司控股股东正在
酝酿与本公司有关的重大事项，鉴于该事项存在重大不确定性，为保证公平
信息披露，维护投资者利益，避免造成公司股价异常波动， 经公司申请，本
公司股票自２０１３年７月２２日起继续停牌。
本公司控股股东承诺：将尽快确定是否进行上述重大事项并于５个工作
日之内告知本公司。
本公司根据相关规定，办理申请手续后，在股票停牌之日起的５个工作
日内（
含停牌当日）刊登相关公告，本公司股票在公告刊登日复牌。
特此公告。
中国嘉陵工业股份有限公司（集团）
二Ｏ一三年七月二十二日

关于博时内需增长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新增部分银行为代销机构的公告
根据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本公司”）与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浦发银行”）和东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东莞农商行”）签署的代理销售服务协议，自２０１３年７月２２日起，本公司将增加浦
“
发银行和东莞农商行代理博时内需增长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
基金代
码：０００２６４）的销售业务。
有关详情请咨询浦发银行客户服务热线：９５５２８， 访问浦发银行网站ｈｔｔｐ：／／
ｗｗｗ．ｓｐｄｂ．ｃｏｍ．ｃｎ；或咨询东莞农商行客户服务热线：９６１１２２，访问东莞农商行网
站：ｈｔｔｐ：／／ｗｗｗ．ｄｒｃｂａｎ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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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年７月２２日

关于博时深证基本面２００交易型开放式指数
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新增北京农村
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为代销机构的公告
根据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本公司”）与北京农村商业银行股份
以下简称“
北京农商银行”）签署的代理销售服务协议，自２０１３年７月２２
有限公司（
日起，本公司将增加北京农商银行代理博时深证基本面２００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
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
基金代码：０５００２１）的申购及赎回等业务，并开通基金定期
定额投资业务及转换业务。
有关详情请咨询北京农商银行客户服务热线：９６１９８， 访问北京农商银行网
站ｈｔｔｐ：／／ｗｗｗ．ｂｊｒｃ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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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年７月２２日

关于博时裕益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新增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为代销机构的公告
根据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本公司”）与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浦发银行”）签署的代理销售服务协议，自２０１３年７月２２日
起，本公司将增加浦发银行代理博时裕益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代
码：０００２１９）的销售业务。
有关详情请咨询浦发银行客户服务热线：９５５２８， 访问浦发银行网站ｈｔｔｐ：／／
免长途话费） ，登录本公司网
ｗｗｗ．ｓｐｄｂ．ｃｏｍ．ｃｎ；或致电博时一线通：９５１０５５６８（
站ｗｗｗ．ｂｏｓｅｒａ．ｃｏｍ了解有关情况。
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年７月２２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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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啤酒股份有限公司２０１２年度Ａ股分红派息实施公告

广州广日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年半年度业绩预增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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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或连带责任。
一、本期业绩预告情况
（
一）业绩预告期间
２０１３年１月１日至２０１３年６月３０日。
（
二）业绩预告情况
经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 预计公司２０１３年半年度实现的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利润与上年同期（
２０１２年半年度）相比，将增加７０ ％ 到９０ ％。具体
财务数据将在公司２０１３年半年度报告中详细披露。
（
三）本次业绩预告未经注册会计师审计。
二、上年同期业绩情况
（
一）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１２５，４３２，５９４．４４元。
（
二）每股收益：０．１６４５元。
三、本期业绩预增的主要原因

免长途话费），登录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站ｗｗｗ．ｂｏｓｅｒａ．ｃｏｍ了解
９５１０５５６８（
有关情况。
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年７月２２日

３、假设Ｔ日上海黄金交易所挂盘交易的黄金现货合约Ａｕ９９．９９的收盘价为Ｉ，则Ｔ日的
目标基金份额净值为Ｉ／１００，基金份额折算比例的计算公式为：
折算比例＝，以四舍五入的方法保留小数点后８位，小数点后第９位四舍五入处理。
４、Ｔ日折算后的基金份额＝Ｔ日折算前基金份额×折算比例
折算后的基金份额计算至整数位（
小数部分舍去，舍去部分计入基金财产）。
三、重要提示：
１、基金份额折算后，本基金的基金份额总额与基金份额持有人持有的基金份额数额
将发生调整， 但调整后的基金份额持有人持有的基金份额占基金份额总额的比例不发生
变化。 基金份额折算对基金份额持有人的权益无实质性影响。 基金份额折算后，基金份额
持有人将按照折算后的基金份额享有权利并承担义务。
２、如果基金份额折算过程中发生不可抗力，基金管理人可延迟办理基金份额折算。
特此公告。
国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年７月２２日

信诚中证８００医药指数
分级证券投资基金
份额上网发售提示性公告
经中国证监会批准，信诚中证８００医药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份额在深
圳证券交易所上网发售。 所有具有基金代销业务资格的证券公司营业部均
可办理认购，基金简称“
信诚医药”，基金代码“
１６５５１９”，深交所挂牌价１．０００
元，发售时间２０１３年７月２２日至２０１３年８月９日（
周六、周日和节假日不受理）。
发售截止时间如有变更，基金管理公司将及时公告。
信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年７月２２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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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每股派发现金红利：扣税前每股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０．４０元；扣税后个
人股东和证券投资基金每股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０．３８元； 合格境外机构投资
者（
“
ＱＦＩＩ”）每股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０．３６元
２、股权登记日：２０１３年７月２５日
３、除息日：２０１３年７月２６日
４、现金红利发放日：２０１３年８月１日
一、通过本次分配方案的股东大会届次和日期：
青岛啤酒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本公司”） 于２０１３年６月２５日召开了
包括股利分配）
２０１２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本公司２０１２年度利润分配（
中国证券报》、
方案。 ２０１２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刊登于２０１３年６月２６日的《
《
上海证券报》和《
证券时报》，同时刊载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二、本公司２０１２年度分红派息方案：
本次利润分配，以２０１２年末本公司总股本１，３５０，９８２，７９５股为基数，向全
体股东派发２０１２年度末期红利，每股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０．４０元（
含税）。
对于持有本公司Ａ股股份的个人股东和证券投资基金的现金红利， 暂由
本公司统一按５％的税率代扣代缴个人所得税，扣税后实际发放现金红利为每
股人民币０．３８元。
根据《
关于实施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
财税［
含１个月）的，其股息红利所得全额
（
２０１２］８５号），持股期限在１个月以内（
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２０％；持股期限在１个月以上至１年（
含１年）的，
其股息红利所得按５０％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１０％；持股期限超过１
年的，其股息红利所得按２５％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５％。
持有本公司Ａ股股份的个人股东及证券投资基金在股权登记日后转让本
公司Ａ股股票时，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以下简称“
中
登上海分公司”）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实际应纳税额，超过已扣缴税款的部分，
由证券公司等股份托管机构从个人资金账户中扣收并划付中登上海分公司，
中登上海分公司于次月５个工作日内划付本公司，本公司在收到税款当月的法
定申报期内向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缴纳，并按照财税［
２０１２］８５号通知的相关规
定执行。

证券代码：００２６４２

“
对于持有本公司Ａ股股份的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
ＱＦＩＩ”）股东，由本公
司根据国家税务总局于２００９年１月２３日颁布的《
关于中国居民企业向ＱＦＩＩ支付
股息、红利、利息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
国税函［
２００９］４７号）
的规定，按照１０％的税率统一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扣税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
红利为人民币０．３６元； 如相关股东认为其取得的红利收入需要享受任何税收
协定（
安排）待遇的，可按照规定在取得红利后自行向主管税务机关提出申请。
对于持有本公司Ａ股股份的ＱＦＩＩ除外的其他机构投资者， 按税法有关规
定由其自行缴纳，本公司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税前每股人民币０．４０元。
三、分红派息具体实施日期：
１、股权登记日：２０１３年７月２５日
２、除息日：２０１３年７月２６日
３、现金红利发放日：２０１３年８月１日
四、分派对象：
截至２０１３年７月２５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登上海分公司登记
在册的本公司全体Ａ股股东。
五、分红派息实施办法：
１、青岛啤酒集团有限公司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直接发放。
２、除青岛啤酒集团有限公司以外的其他Ａ股股东的现金红利，本公司委
托中登上海分公司通过其资金清算系统向股权登记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
市后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各会员办理了指定交易的股东派发。 已办
理指定交易的投资者可于现金红利发放日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现金红
利，未办理指定交易的股东红利暂由中登上海分公司保管，待办理指定交易后
再进行派发。
六、有关咨询办法：
咨询机构：青岛啤酒股份有限公司股权管理总部
地址：青岛市香港中路五四广场青啤大厦
电话：０５３２－８５７１３８３１
传真：０５３２－８５７１３２４０
七、备查文件：
青岛啤酒股份有限公司２０１２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特此公告。
青岛啤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３年７月２２日

证券简称：荣之联

公告编号：２０１３－０３９

北京荣之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具体情况
股票简称：荣之联，股票代码：００２６４２）自２０１３年７月１７日起连
本公司股票（
续三个交易日（
２０１３年７月１７日、２０１３年７月１８日、２０１３年７月１９日）内收盘价格
涨幅偏离值累计达到２０％，根据《
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的有关规定，属于
股票交易异常波动。
二、公司关注、核实情况的说明
１、公司未发现前期披露的信息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２、公司未发现近期公共传媒报道了可能或已经对本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
生较大影响的未公开重大信息；
３、公司近期经营情况正常，内外部经营环境未发生重大变化；
４、经向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王东辉、吴敏以及公司管理层询问，公
司、 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或处于筹划阶
段的重大事项；
５、经查询，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在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期间未买卖
公司股票。
三、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信息的声明
本公司董事会确认，本公司目前没有任何根据深交所《
股票上市规则》等
有关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
议等；董事会也未获悉本公司有根据深交所《
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
以披露而未披露的、 对本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信

息；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四、风险提示
１、经公司自查，公司不存在违反信息公平披露的情形。
中国证券报》、巨潮资讯网披露了《
发行股份购
２、公司于２０１３年６月６日在《
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报告书（
草案）》（
以下简称“
报告书（
草案）”），提醒投资
者关注以下风险： 本次交易尚需取得中国证监会对本次交易的核准后方可完
成。 本次交易能否取得上述核准及取得上述核准时间存在不确定性，因此，方
案的最终成功实施存在审批风险。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
其他风险详见报告书（
草案）第十三章“
风险因素”。 公司将根据该事项的进展
情况及时公告。
３、 公司在２０１３年第一季度报告中预计２０１３年１－６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变动幅度为较上年同期增长１０％至４０％。
４、 公司因向中国证监会提交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申请文
件，聘请了会计师事务所对２０１３年１－６月财务数据进行审计，除此事项外未向
其他第三方提供２０１３年１－６月财务数据。
证券时报》、《
中国证券报》、《
上海证券
５、 公司董事会提醒广大投资者，《
报》、《
证券日报》、巨潮资讯网为本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公司所有信息均
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北京荣之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Ｏ一三年七月十九日

鹏华中证Ａ股资源产业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
可能发生不定期份额折算的风险提示公告
根据 《
鹏华中证Ａ股资源产业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
以下简称 “
基金合
同”）中关于不定期份额折算的相关规定，当鹏华中证Ａ股资源产业指数分级基金之Ｂ份额
的基金份额参考净值跌至０．２５０元时，鹏华资源份额（
场内简称：中证资源，基础份额）、鹏
华资源Ａ份额（
场内简称：资源Ａ）、鹏华资源Ｂ份额（
场内简称：资源Ｂ）将进行不定期份额
折算。
由于近期Ａ股市场波动较大，截至２０１３年７月１９日，资源Ｂ的基金份额参考净值接近基
金合同规定的不定期份额折算条件， 因此本基金管理人敬请投资者密切关注资源Ｂ份额
近期的参考净值波动情况，并警惕可能出现的风险。
针对不定期折算所带来的风险，本基金管理人特别提示如下：
一、由于资源Ａ、资源Ｂ折算前可能存在折溢价交易情形，不定期份额折算后，资源Ａ、
资源Ｂ的折溢价率可能发生较大变化。 特提请参与二级市场交易的投资者注意高溢价所
带来的风险。
二、资源Ｂ表现为高风险、高收益的特征，不定期份额折算后其杠杆倍数将大幅降低，
由目前接近５倍杠杆恢复到初始的２倍杠杆水平，相应地，资源Ｂ的参考净值随市场涨跌而
增长或者下降的幅度也会大幅减小。
三、由于触发折算阀值当日，资源Ｂ的参考净值可能已低于阀值，而折算基准日在触
发阀值日后才能确定，此折算基准日资源Ｂ的净值可能与折算阀值０．２５０元有一定差异。
四、资源Ａ表现为低风险、收益相对稳定的特征，但在不定期份额折算后资源Ａ份额持
有人的风险收益特征将发生较大变化， 由持有单一的较低风险收益特征资源Ａ份额变为
同时持有较低风险收益特征资源Ａ份额与较高风险收益特征鹏华资源份额的情况， 因此
资源Ａ份额持有人预期收益实现的不确定性将会增加。

证券代码：６００２５０

证券简称：南纺股份

编号：临２０１３－３６号

南京纺织品进出口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资产出售进展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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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京纺织品进出口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于２０１３年７月１６日对
外发布《
重大事项停牌公告》，公告公司拟调整南京南泰国际展览中心有限公
司１００％股权重大资产出售项目的方案。 经公司申请，公司股票已于２０１３年７
月１５日起停牌。
截至本公告发布日，公司与相关各方仍在积极筹划本次调整后重大资产
出售的相关事宜。由于该事项存在不确定性，为维护投资者利益，保证公平信
息披露，避免对公司股价造成重大影响，公司股票将继续停牌。 停牌期间，公
司将根据上述事项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每周发布一次该事
项的进展公告。
特此公告
南京纺织品进出口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３年７月２２日

本基金管理人的其他重要提示：
一、若本基金发生上述不定期份额折算情形，按照基金合同规定的方法折算后鹏华资
源份额、鹏华资源Ａ份额、鹏华资源Ｂ份额的数量均会缩减。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业
务规则，场内份额数将取整计算（
最小单位为１份），舍去部分计入基金资产，持有极小数
量鹏华资源份额、鹏华资源Ａ份额、鹏华资源Ｂ份额的持有人存在折算后份额因为不足１份
而被强制归入基金资产的风险。
二、为保证折算期间本基金的平稳运作，，基金管理人可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国证
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的相关业务规定暂停资源Ａ份额与资源Ｂ份额的上市交易和鹏
华资源份额的申购及赎回等相关业务。 届时本基金管理人将会对相关事项进行公告，敬
请投资者予以关注。
投资者若希望了解基金不定期份额折算业务详情，请参阅本基金的基金合同及《
鹏华
以下简称“
招募说明书”）或者拨
中证Ａ股资源产业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
打本公司客服电话：４００－６７８８－９９９（
免长途话费）。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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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买者自负”原则，在做出投资决策后，基金运营
本基金管理人提醒投资者基金投资的“
状况与基金净值变化引致的投资风险，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投资有风险，选择须谨慎。 敬
请投资者于投资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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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此公告。
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年 ７月２２日

股票代码：６００２６６

股票简称：北京城建

编号：２０１３－１７

北京城建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事项停牌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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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本公司正在筹划重大事项，鉴于该事项存在重大不确定性，为保证公
平信息披露，维护投资者利益，避免造成公司股价异常波动，经公司申请，本
公司股票自２０１３年７月２２日起停牌。
特此公告。
北京城建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年７月２２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