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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旗下富国国有
企业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开通定投、转换
业务及参与工行等相关销售机构基金网上
交易申购、定投费率优惠活动的公告
为答谢广大投资者长期以来的信任与支持，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本公司”）经与工商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工商银行”）等代销机构协商，决定旗下富国国有企业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
以下简称“
本基金”，基金代码：Ａ：０００１３９；Ｂ：０００１４０；Ｃ：０００１４１）自２０１３年１２月１１日在部分代销机构开通
定投、转换业务及参加部分代销机构基金网上交易系统申购、定投费率优惠活动，具体情况如下：
一、适用投资者范围
本次活动适用于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相关法律法规和基金合同规定可以投资证券投资基金的合法
投资者。
二、活动时间及内容
１、网上交易等费率优惠活动
代销机构
优惠期间
活动内容
通过工商银行“金融 ＠ 家”个人网上银行、个人手机银行（ＷＡＰ ）和个人电话银行等
电子银行渠道申购本基金的个人投资者，其前端申购费率享有优惠。 其中，通过
个人网上银行、个人手机银行（ＷＡＰ ）和个人电话银行申购本基金可享受八折优
２０１３年１２月１１日起至
工商银行
惠，个人贵宾网银客户申购本基金可享受八折优惠。 原申购费率不低于 ０．６％ 的，
２０１４年３月３１日
折扣后的实际执行费率不得低于 ０．６％ ；原申购费率低于 ０．６％ （含 ０．６％ ）的，则按原
费率执行。
通过中国农业银行网上银行办理本基金的前端申购业务，并扣款成功，申购费率
享有如下优惠：原申购费率高于 ０．６％ 的，申购费率按 ８ 折优惠（即实收申购费率 ＝
２０１３年１２月１１日起至
农业银行
原申购费率 ×０．８ ），优惠后费率如果低于 ０．６％ ，则按 ０．６％ 执行；原申购费率低于
２０１４年１２月３１日
０．６％ 的，则按原申购费率执行。
通过青岛银行网上银行申购本基金其前端申购费率享有优惠，按原前端申购费
２０１３年１２月１１日起，具体 率的 折执行，且优惠后的申购费率不低于
青岛银行
６
０．６％ ，原申购费率低于０．６％ 的，则按原
结束时间另行公告
费率执行。
通过交通银行网银和手机银行申购基金，基金申购费率（前端模式）优惠费率统
２０１３年１２月１１日起，至
交通银行
一为 ８ 折，不低于 ０．６％ ，原申购费率低于 ０．６％ 的，则按原费率执行。
２０１４年６ 月３０日
通过渤海银行网上申购本基金其前端申购费率享有优惠，按原前端申购费率的 ４
２０１３年１２月１１日起，具体 折执行，且优惠后的申购费率不低于
渤海银行
０．６％ ，原申购费率低于０．６％ 的，则按原费率
结束时间另行公告
执行。
通过天天基金网上申购本基金其前端申购费率享有优惠，按原前端申购费率的 ４
２０１３年１２月１１日起，具体 折执行，且优惠后的申购费率不低于
天天基金
０．６％ ，原申购费率低于或等于０．６％ 或采用固
结束时间另行公告
定费用的，则按原费率或固定费用执行。
通过好买基金网上申购本基金其前端申购费率享有优惠，按原前端申购费率的 ４
２０１３年１２月１１日起，具体 折执行，且优惠后的申购费率不低于
好买基金
０．６％ ，原申购费率低于０．６％ 的，则按原费率
结束时间另行公告
执行。
通过杭州数米网上申购本基金其前端申购费率享有优惠，按原前端申购费率的 ４
２０１３年１２月１１日起，具体 折执行，且优惠后的申购费率不低于
杭州数米
０．６％ ，原申购费率低于０．６％ 的，则按原费率
结束时间另行公告
执行。
通过国泰君安证券网上申购本基金其前端申购费率享有优惠，按原前端申购费
２０１３年１２月１１日起，具体 率的 折执行，且优惠后的申购费率不低于
国泰君安证券
４
０．６％ ，原申购费率低于０．６％ 的，则按原
结束时间另行公告
费率执行。
通过上海证券网上申购本基金其前端申购费率享有优惠，按原前端申购费率的 ４
２０１３年１２月１１日起，具体 折执行，且优惠后的申购费率不低于
上海证券
０．６％ ，原申购费率低于０．６％ 的，则按原费率
结束时间另行公告
执行。
通过银河证券网上银行申购本基金其前端申购费率享有优惠，按原前端申购费
２０１３年１２月１１日起，具体 率的 折执行，且优惠后的申购费率不低于
银河证券
４
０．６％ ，原申购费率低于０．６％ 的，则按原
结束时间另行公告
费率执行。
通过光大证券网上申购本基金其前端申购费率享有优惠，按原前端申购费率的 ４
２０１３年１２月１１日起，具体 折执行，且优惠后的申购费率不低于
光大证券
０．６％ ，原申购费率低于０．６％ 的，则按原费率
结束时间另行公告
执行。
通过中信建投证券网上申购本基金其前端申购费率享有优惠，按原前端申购费
２０１３年１２月１１日起，具体 率的 折执行，且优惠后的申购费率不低于
中信建投证券
４
０．６％ ，原申购费率低于０．６％ 的，则按原
结束时间另行公告
费率执行。
通过国都证券网上申购本基金其前端申购费率享有优惠，原申购费率高于 ０．６％
２０１３年１２月１１日起，具体 的，最低优惠至
国都证券
０．６％ ，且不低于原费率的４折；原申购费率低于０．６％ 的，则按原费
结束时间另行公告
率执行。
通过长城证券网上申购本基金其前端申购费率享有优惠，按原前端申购费率的 ４
２０１３年１２月１１日起，具体 折执行，且优惠后的申购费率不低于
长城证券
０．６％ ，原申购费率低于０．６％ 的，则按原费率
结束时间另行公告
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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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中投证券网上申购本基金其前端申购费率享有优惠，按原前端申购费率的 ４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１１ 日起，具体 折执行，且优惠后的申购费率不低于
０．６％ ，原申购费率低于 ０．６％ 的，则按原费率
结束时间另行公告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１１ 日起，具体
结束时间另行公告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１１ 日起，具体
结束时间另行公告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１１ 日起，具体
结束时间另行公告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１１ 日起，具体
结束时间另行公告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１１ 日起，具体
结束时间另行公告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１１ 日起，具体
结束时间另行公告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１１ 日起，具体
结束时间另行公告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１１ 日起，具体
结束时间另行公告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１１ 日起，具体
结束时间另行公告

执行。
通过华福证券网上申购本基金其前端申购费率享有优惠，按原前端申购费率的 ４
折执行，且优惠后的申购费率不低于 ０．６％ ，原申购费率低于 ０．６％ 的，则按原费率
执行。
通过齐鲁证券网上申购本基金其前端申购费率享有优惠，按原前端申购费率的 ４
折执行，且优惠后的申购费率不低于 ０．６％ ，原申购费率低于 ０．６％ 的，则按原费率
执行。
通过华宝证券网上申购本基金其前端申购费率享有优惠，原前端申购费率高于
０．６％ 的，则按 ０．６％ 执行；原前端申购费率等于 ０．６％ 的，则按原费率执行。
通过华泰证券网上申购本基金其前端申购费率享有优惠，按原前端申购费率的 ４
折执行，且优惠后的申购费率不低于 ０．６％ ，原申购费率低于 ０．６％ 的，则按原费率
执行。
通过招商证券网上申购本基金其前端申购费率享有优惠，按原前端申购费率的 ４
折执行，且优惠后的申购费率不低于 ０．６％ ，原申购费率低于 ０．６％ 的，则按原费率
执行。
通过广发证券网上申购本基金其前端申购费率享有优惠，按原前端申购费率的 ４
折执行，且优惠后的申购费率不低于 ０．６％ ，原申购费率低于 ０．６％ 的，则按原费率
执行。
通过安信证券网上申购本基金其前端申购费率享有优惠，按原前端申购费率的 ４
折执行，且优惠后的申购费率不低于 ０．６％ ，原申购费率低于 ０．６％ 的，则按原费率
执行。
通过信达证券网上申购本基金其前端申购费率享有优惠，按原前端申购费率的 ４
折执行，且优惠后的申购费率不低于 ０．６％ ，原申购费率低于 ０．６％ 的，则按原费率
执行。
通过江海证券网上申购本基金其前端申购费率享有优惠，按原前端申购费率的 ４
折执行，且优惠后的申购费率不低于 ０．６％ ，原申购费率低于 ０．６％ 的，则按原费率
执行。

２、定投业务及定投申购优惠活动
代销机构
建设银行

招商银行

定投开通时间及起点金额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１１ 日起每月最
低定投金额为 １００ 元（含申
购费）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１１ 日起每月最
低定投金额为 ３００ 元（含申
购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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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鲁商置业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董事会２０１３年度第七次临时会议通知于２０１３年１２月４日
以书面形式发出，会议于２０１３年１２月９日以通讯方式召开。 本次董事会由董事长赵西亮先生
召集，应参会董事５名，实际参加表决的董事５名，同时监事会成员审阅了本次会议的议案，符
合《
公司法》和公司章程规定。
经参会董事审议表决，会议全票通过以下议案并形成如下决议：
一、通过《
关于聘任公司副总经理的议案》，根据工作需要，由总经理李彦勇先生提名，并
经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核通过，聘任刘增伟先生（
简历附后）为公司副总经理，任期为本届高
管层届满为止。
二、通过《
关于设立泰安鲁商置业有限公司的议案》，同意公司全资子公司山东省鲁商置
业有限公司出资人民币伍仟万元在泰安设立项目公司，公司名称为泰安鲁商置业有限公司，
主要经营范围为房地产开发与经营管理，工程管理，房地产销售，房产租赁等（
以工商登记名
称为准）。 具体事项详见《
鲁商置业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投资公告》（
临２０１３－０２７号）。
三、通过《
关于设立青岛鲁商物业服务有限公司的议案》，同意公司全资公司山东鲁商物
业服务有限公司出资人民币伍拾万元在青岛设立子公司， 公司名称为青岛鲁商物业服务有
限公司，主要经营范围为物业管理、庭院绿化、建筑装饰工程、水电暖安装工程、园林绿化工
以工商登记名称为准）。 具体事项详
程施工及技术咨询服务、家庭服务；建筑物清洁服务等（
见《
鲁商置业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投资公告》（
临２０１３－０２７号）。
特此公告。

申万菱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调整申万菱信收益宝货币市场基金Ａ份
额最低赎回份额的公告
为满足广大投资者的理财需求，申万菱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本公司”）决
定自２０１３年１２月１３日起对通过直销赎回收益宝Ａ的最低份额进行调整，具体如下：
直销客户赎回本公司收益宝Ａ，赎回的最低份额为０．０１ 份基金份额；直销客户单个交
易账户保留的最低份额为０．０１份基金份额。
投资者如有疑问， 可登录本公司网站：ｗｗｗ．ｓｗｓｍｕ．ｃｏｍ 或拨打本公司客服电话：４００
免长途话费），或０２１－９６２２９９咨询相关事宜。
８８０ ８５８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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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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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１３年１２月１１日

申万菱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申万菱信深证成指分级证券投资基金
恢复正常情况后申万收益、申万进取份额
净值计算方法的公告
以下简称“
本基金”）申万进取
２０１３年１２月６日，申万菱信深证成指分级证券投资基金（
份额跌破基金合同规定的极端情况阀值０．１０００元，根据本基金《
基金合同》第三部分“
基金
份额分级与净值计算原则”的相关规定，本基金已采用极端情况下的基金份额净值计算原
则对申万收益份额与申万进取份额的基金份额净值进行计算， 申万收益份额与申万进取
份额暂时同涨同跌、各负盈亏。
由于深证成指的回涨，２０１３年１２月１０日，本基金申万进取份额按照极端情况下的基金
份额净值计算原则，即各负盈亏原则，计算的基金份额净值为０．１００２元，已大于０．１０００元，
并且超过０．１０００元的部分已补足申万收益份额自极端情况发生日（
含）以来在正常情况下
累计应得的基准收益。 根据本基金《
基金合同》，自该日起，申万收益份额与申万进取份额
的基金份额净值将恢复按正常情况下的基金份额净值计算原则计算。 根据本基金的《
基金
合同》以及相关业务规定，本基金管理人将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当日（
即２０１３年１２月１０日）申万收益份额与申万进取份额基金份额净值的计算
根据本基金《
基金合同》，本基金在极端情况发生后，申万进取份额暂时不再保证申万
收益份额每日获得日基准收益， 申万收益份额开始与申万进取份额按两者基金份额净值
的比例共同承担亏损，即申万收益份额与申万进取份额各负盈亏。 由于深证成指的回涨使
得申万进取份额按各负盈亏原则计算的基金份额净值大于０．１０００元，则超过０．１０００元的部
分净值将优先用于弥补申万收益份额， 以使申万收益份额的基金份额净值等于申万收益
份额在极端情况发生日前一日的基金份额净值加上申万收益份额自极端情况发生日 （
含

活动内容

暂无优惠、开通前另
行公告

暂无优惠、开通前另行公告

暂无优惠、开通前另
行公告

暂无优惠、开通前另行公告

公告依据
下属分级基金的基金简称
下属分级基金的交易代码

融通通福分级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融通通福分级债券（场内简称：融通通福）

１６１６２６
契约型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１０ 日
融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等
相关 法律法规以 及 《融 通 通 福 分 级 债 券 型 证 券 投 资 基 金 基 金 合 同 》、
《融通通福分级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
融通通福分级债券 Ｂ
融通通福分级债券 Ａ
（场内简称：通福 Ａ ）
（场内简称：通福 Ｂ ）

１６１６２７

１５０１６０

注： 根据本基金《
基金合同》、《
招募说明书》的规定，本基金《
基金合同》生效之日起３年
内，通福Ａ将自基金合同生效之日起每满６个月开放一次，通福Ｂ封闭运作并上市交易；本基
金分级运作期届满后转型为上市开放式基金（
ＬＯＦ）。
２ 基金募集情况
基金募集申请获中国证监会核准的文号
基金募集期间
验资机构名称
募集资金划入基金托管专户的日期
募集有效认购总户数（单位：户）
份额级别
募集期间净认购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认购资金在 募集期间产 生的利息（单 位：人
民币元）
有效认购份额
募集份额（单位：份） 利息结转的份额
合计
认购的基金 份额 （单
募集期间基金管理人 位： 份）
运用固有资金认购本
占基金总份额比例
基金情况
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募集期间基金管理人 认购的基金 份额 （单
的从业人员认购本基 位： 份）
金情况
占基金总份额比例
其中： 募集期间基金
管理人的高级管理人
员、 基金投资和研究 认购的基金 份额总量
部门负责人、 本基金 的数量区间
的基金经理认购本基
金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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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向中国证监 会办理基金 备案手续获 得书面
确认的日期

证监许可【２０１３ 】１２１２ 号
２０１３年１１月１１日至２０１３年 １２月５日
（通福 Ａ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１５ 日至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５ 日； 通福 Ｂ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１１
日至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１４ 日）
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年１２月１０日
２，９３７
融通通福分级债券 Ａ

融通通福分级债券 Ｂ

合计

３６８ ，４７７ ，５００．００

１５８ ，２６８ ，０３１．８３

５２６ ，７４５，５３１．８３

１４７ ，３１２．７２

１５５，８１６．７３

３０３，１２９．４５

３６８ ，４７７ ，５００．００
１４７ ，３１２．７２
３６８ ，６２４，８１２．７２

１５８ ，２６８ ，０３１．８３
１５５，８１６．７３
１５８ ，４２３，８４８．５６

５２６ ，７４５，５３１．８３
３０３，１２９．４５
５２７ ，０４８ ，６６１．２８
１０，０００，４８６．００

－

１０，０００，４８６．００

－
－

６．３１％
－

１．９０％
－

３，００１．６６

－

３，００１．６６

０．００１％

－

０．００１％

０

０

０

是

２０１３年１２月１０日

平安证券

中投证券

华福证券

齐鲁证券

农业银行

国信证券

原申购费率执行。
通过交通银行办理本基金定投业务，定投申购可享受申

交通银行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１１ 日起每月最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１１ 日起至 购费率 ８ 折优惠，但优惠折扣后的费率不低于 ０．６％ 。 原
低定投金额为 １００ 元（含申
申购费率低于 ０．６％ 的将不再有折扣优惠，按原申购费率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３０ 日
购费）

浦东发展银行

自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１１ 日起每月
暂无优惠、开通前另
最低定投金额为 ３００ 元（含
行公告
申购费）

执行。 （以上适用于前端收费基金）。

青岛银行

民生银行

上海银行

中信银行

渤海银行

好买基金

天天基金

杭州数米

申银万国证券

鲁商置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３年１２月１１日
附件：
刘增伟，男，汉族， １９６８年１１月出生，山东威海人，中共党员，硕士，高级经济师，现任青
岛鲁商蓝岸地产有限公司总经理。

证券代码：６００２２３

股票简称：鲁商置业

编号：临２０１３－０２７

鲁商置业股份有限公司
对外投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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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提示：
●投资标的名称：泰安鲁商置业有限公司、青岛鲁商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投资金额：设立泰安鲁商置业有限公司出资５０００万元人民币
设立青岛鲁商物业服务有限公司出资５０万元人民币
一、对外投资概述
１、对外投资的基本情况：
根据公司地产项目开发的需要， 公司全资子公司山东省鲁商置业有限公司出资人民币
伍仟万元在泰安设立项目公司，占注册资本的１００％，公司名称为泰安鲁商置业有限公司（
暂
用名，以工商登记名称为准）。
同时，根据下属物业公司发展的需要，公司全资公司山东鲁商物业服务有限公司出资人
民币伍拾万元在青岛设立子公司，占注册资本的１００％，名称为青岛鲁商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
暂用名，以工商登记名称为准）。
２、 上述事项已经公司２０１３年１２月９日召开的第八届董事会２０１３年度第七次临时会议审

该日）以来在正常情况下累计应得的基准收益；若弥补后仍有剩余，则剩余部分归属于申
万进取份额；若不足以弥补，则直至补足后，申万进取份额的基金份额净值方可超过０．１０００
元。 在申万进取份额的基金份额净值大于０．１０００元后，申万收益份额与申万进取份额的基
金份额净值计算原则又按照正常情况下的份额净值计算原则执行， 即申万收益份额每日
获得日基准收益，申万收益份额的实际投资盈亏由申万进取份额分享与承担。
根据上述规定，２０１３年１２月１０日本基金申万收益份额和申万进取份额的份额净值计
算过程如下：
２０１３年１２月６日为最近一次极端情况发生日（
Ｔ日），该日申万深成份额、申万收益份额
和申万进取份额的基金份额净值分别为０．５７７６元、１．０５５３元和０．０９９９元。
２０１３年１２月５日为最近一次极端情况发生前一日（
Ｔ－１日），该日申万深成份额、申万收
益份额和申万进取份额的基金份额净值分别为０．５７９９元、１．０５５７元和０．１０４１元，其中申万收
益份额保留至小数点后８位的份额净值为１．０５５７２４８２。
Ｔ日以来，申万收益份额的日基准收益为０．０００１６４３８元。
含）至Ｔ＋４
２０１３年１２月１０日（
Ｔ＋４日），申万深成份额的基金份额净值为０．５７９３元，Ｔ日（
日（
共５日）申万收益份额的累计应得基准收益为０．０００１６４３８×５＝０．０００８２１９元，申万进取份
额按各负盈亏原则计算的基金份额净值＝０．０９９９×（
０．５７９３÷０．５７７６）＝０．１００２元﹥０．１０００元。因
此：
四舍五入保留至小数点后４位）＝ ｍｉｎ
２０１３年１２月１０日申万收益份额基金份额净值 （
｛
１．０５５７２４８２＋０．０００８２１９，２×０．５７９３－０．１０００｝＝１．０５６５元
２０１３年１２月１０日申万进取份额基金份额净值＝２×０．５７９３－１．０５６５＝０．１０２１元
二、风险提示
１、本基金恢复正常情况后，申万收益份额将不再与申万进取份额同比例承担基金净
值变化，申万收益份额每日获得日基准收益，恢复低风险、收益相对稳定的特征。
２、本基金恢复正常情况后，申万进取份额将不再与申万收益份额同比例承担基金净
值变化，申万收益份额实际的投资盈亏都由申万进取份额分享与承担，申万进取份额恢复
高风险、高收益的特征。
３、由于申万收益份额、申万进取份额存在折溢价交易情形，恢复正常情况前后，申万
收益份额、申万进取份额的折溢价率可能发生较大变化，交易价格可能发生较大波动，敬
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４、持有本基金之基础份额的投资者不受上述净值计算方法变更的影响。
５、由于证券市场的波动，本基金在恢复正常情况后，仍有可能再次发生极端情况，从
而导致申万收益份额、 申万进取份额的基金份额净值计算方法及风险收益特征再次发生
变化，届时本基金管理人将按照《
基金合同》的规定进行公告，敬请投资者关注。
三、重要提示
１、本基金申万进取份额、申万收益份额将于２０１３年１２月１１日开市起停牌一小时。
２、本公告是对恢复正常情况后的申万收益份额和申万进取份额基金份额净值计算方
法的提示。
３、 投资者若希望了解本基金申万收益份额与申万进取份额基金份额净值计算详情，
请登陆本公司网站：ｗｗｗ．ｓｗｓｍｕ．ｃｏｍ 查阅本基金的《
基金合同》及《
招募说明书》或者拨打
本公司客服电话：４００－８８０－８５８８（
免长途话费）。
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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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应认真阅读本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
明书等相关文件。
特此公告。
申万菱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年１２月１１日

注：１、本基金通福Ａ场外认购的基金份额确认为３６８，６２４，８１２．７２份（
含场外募集期利息
结转的份额１４７，３１２．７２份）；通福Ｂ场外认购的基金份额确认为１４６，９７６，３０３．５６份（
含场外募
集期利息结转的份额１５５，２７１．７３份），场内认购的基金份额确认为１１，４４７，５４５．００份（
含场内
募集期利息结转的份额５４５．００份）。
２、本基金募集有效认购总户数为２，９３７户，其中通福Ａ为２，８６８户，通福Ｂ为６９户。
３、本基金基金合同生效前的信息披露费、会计师费、律师费等费用由本基金管理人承
担，不从基金资产中列支。
３ 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融通通福分级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
融通通福分级债券型证券投
１、根据《
资基金招募说明书》及《
融通通福分级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份额发售公告》的规定，本
基金募集份额目标下限为２亿份，募集目标不超过３０亿元（
不包括募集期利息），其中通福Ａ
份额的发售规模不超过２１亿元，通福Ｂ份额的发售规模不超过９亿元；本基金募集成立时，通
福Ａ份额、通福Ｂ份额的份额配比原则上不超过７：３。 通福Ａ份额和通福Ｂ份额已分别于２０１３
年１２月５日和 ２０１３ 年１１月１４日结束募集，融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对通福Ａ、通福Ｂ份额符
合相关认购条件和要求的认购申请予以全部确认，即认购申请确认比例结果为１００％。
基金合同》的约定，通福Ａ根据《
基金合同》的规定获取约定收益，其年
２、根据本基金《
化约定收益率在每个开放日设定一次并公告， 第一个分级运作周期最初６个月适用的年化
约定收益率以基金合同生效日，即２０１３年１２月１０日中国人民银行公布并执行的金融机构人
民币一年期银行定期存款基准利率３％进行计算，根据《
融通通福分级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招募说明书》的规定，本基金第一个分级运作周期最初 ６个月内，通福Ａ份额适用的利差值
为１．８％，故：
通福Ａ的年收益率（
单利）＝３％＋１．８％＝４．８％
３、通福Ａ在分级运作期内每满６个月开放一次，接受投资者的申购与赎回。 通福Ａ的开
放日为自分级运作期起始日起每满６个月的最后一个工作日 （
基金管理人公告暂停申购或
赎回时除外）。
４、通福Ｂ封闭运作，封闭期内不接受申购与赎回。 通福Ｂ的封闭期为自分级运作期起始
日起至基金合同生效之日后３年的对应日。 如该对应日为非工作日， 则顺延至下一个工作
日。 基金合同生效后３年期届满日与通福Ｂ的封闭期届满日相同。 本基金《
基金合同》生效
后６个月内，在符合基金上市交易条件下，通福Ｂ将申请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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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资者投资于本基金时应认真阅读本基金的基金
合同、招募说明书。 敬请投资者留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融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一三年十二月十一日

暂无优惠、开通前另行公告

通过银河证券柜面办理本基金定投业务，前端定投申购
自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１１ 日起每月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１１ 日起，
可享受申购费率 ８ 折优惠，网上定投按照 ４ 折优惠，但优惠
最低定投金额为 １００ 元（含 具体结束时间另行公
折扣后的费率均不低于 ０．６％ 。 原申购费率低于 ０．６％ 的
申购费）
告
将不再有折扣优惠，按原申购费率执行。
通过中信建投证券柜面办理本基金定投业务，前端定投
自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１１ 日起每月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１１ 日起，
申购可享受申购费率 ８ 折优惠，网上定投按照 ４ 折优惠，但
最低定投金额为 １００ 元（含 具体结束时间另行公
优惠折扣后的费率均不低于 ０．６％ 。 原申购费率低于
申购费）
告
０．６％ 的将不再有折扣优惠，按原申购费率执行。
自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１１ 日起每月
暂无优惠、开通前另
暂无优惠、开通前另行公告
最低定投金额为 １００ 元
行公告
（含申购费）
通过中投证券柜面办理本基金定投业务，前端定投申购
自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１１ 日起每月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１１ 日起，
可享受申购费率 ８ 折优惠，网上定投按照 ４ 折优惠，但优惠
最低定投金额为 １００ 元
具体结束时间另行公
折扣后的费率均不低于 ０．６％ 。 原申购费率低于 ０．６％ 的
告
（含申购费）
将不再有折扣优惠，按原申购费率执行。
通过华福证券办理本基金定投业务，前端定投申购可享
自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１１ 日起每月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１１ 日起，
受申购费率 ８ 折优惠，但优惠折扣后的费率不低于 ０．６％ 。
最低定投金额为 １００ 元（含 具体结束时间另行公
原申购费率低于 ０．６％ 的将不再有折扣优惠，按原申购费
申购费）
告
率执行。
通过齐鲁证券网上办理本基金定投业务，前端定投申购
自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１１ 日起每月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１１ 日起，
可享受申购费率 ４ 折优惠，但优惠折扣后的费率不低于
最低定投金额为 ５００ 元（含 具体结束时间另行公
０．６％ 。 原申购费率低于 ０．６％ 的将不再有折扣优惠，按原
申购费）
告
申购费率执行。

通过广发证券办理本基金定投业务，前端定投申购可享
受申购费率 ８ 折优惠，但优惠折扣后的费率不低于 ０．６％ 。
自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１１ 日起每月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１１ 日起， 原申购费率低于 ０．６％ 的将不再有折扣优惠，按原申购费
最低定投金额为 ２００ 元
具体结束时间另行公 率执行。 通过广发证券网上交易系统定期定额申购本基
金，原申购费率高于 ０．６％ 的，优惠为原费率的 ４ 折，且优
告
（含申购费）
惠后不低于 ０．６％ ；原申购费率低于（或等于）０．６％ 的，则
按原费率执行。
通过信达证券网上办理本基金定投业务，前端定投申购
自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１１ 日起每月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１１ 日起，
可享受申购费率 ４ 折优惠，但优惠折扣后的费率不低于
最低定投金额为 １００ 元（含 具体结束时间另行公
０．６％ 。 原申购费率低于 ０．６％ 的将不再有折扣优惠，按原
申购费）
告
申购费率执行。
自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１１ 日起每月
暂无优惠、开通前另
暂无优惠、开通前另行公告
最低定投金额为 ２００ 元（含
行公告
申购费）

广发证券

信达证券

暂无优惠、开通前另行公告

通过青岛银行办理本基金定投业务，前端定投申购可享
自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１１ 日起每月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１１ 日起，
受申购费率 ８ 折优惠，但优惠折扣后的费率不低于 ０．６％ 。
最低定投金额为 １００ 元（含 具体结束时间另行公
原申购费率低于 ０．６％ 的将不再有折扣优惠，按原申购费
申购费）
告
率执行。
自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１１ 日起每月
暂无优惠、开通前另
暂无优惠、开通前另行公告
最低定投金额为 １００ 元（含
行公告
申购费）
自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１１ 日起每月
暂无优惠、开通前另
暂无优惠、开通前另行公告
最低定投金额为 １００ 元（含
行公告
申购费）
自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１１ 日起每月
暂无优惠、开通前另
最低定投金额为 １００ 元
暂无优惠、开通前另行公告
行公告
（含申购费）
通过渤海银行柜面办理本基金定投业务，前端定投申购
自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１１ 日起每月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１１ 日起，
可享受申购费率 ８ 折优惠，网上定投按照 ４ 折优惠，但优惠
最低定投金额为 １００ 元（含 具体结束时间另行公
折扣后的费率均不低于 ０．６％ 。 原申购费率低于 ０．６％ 的
申购费）
告
将不再有折扣优惠，按原申购费率执行。
通过好买基金网上办理本基金定投业务，前端定投申购
自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１１ 日起每月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１１ 日起，
可享受申购费率 ４ 折优惠，但优惠折扣后的费率不低于
最低定投金额为 ２００ 元（含 具体结束时间另行公
０．６％ 。 原申购费率低于 ０．６％ 的将不再有折扣优惠，按原
申购费）
告
申购费率执行。
通过天天基金网上办理本基金定投业务，前端定投申购
自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１１ 日起每月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１１ 日起，
可享受申购费率 ４ 折优惠，但优惠折扣后的费率不低于
最低定投金额为 １００ 元（含 具体结束时间另行公
０．６％ 。 原申购费率低于或等于 ０．６％ 或采用固定费用的
申购费）
告
将不再有折扣优惠，按原申购费率或固定费用执行。
通过杭州数米网上办理本基金定投业务，前端定投申购
自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１１ 日起每月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１１ 日起，
可享受申购费率 ４ 折优惠，但优惠折扣后的费率不低于
最低定投金额为 １００ 元（含 具体结束时间另行公
０．６％ 。 原申购费率低于或等于 ０．６％ 或采用固定费用的
申购费）
告
将不再有折扣优惠，按原申购费率或固定费用执行。
自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１１ 日起每月
暂无优惠、开通前另
最低定投金额为 ５００ 元（含
暂无优惠、开通前另行公告
行公告
申购费）

自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１１ 日起每月
暂无优惠、开通前另
最低定投金额为 １００ 元（含
行公告
申购费）

自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１１ 日起每月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１１ 日起， 通过华宝证券网上交易系统进行定投申购基金的，享受
最低定投金额为 １００ 元（含 具体结束时间另行公 申购费率优惠。 原前端申购费率高于 ０．６％ 的，则按 ０．６％
申购费）
告
执行；原前端申购费率等于 ０．６％ 的，则按原费率执行。
通过华泰证券柜面办理本基金定投业务，前端定投申购
自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１１ 日起每月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１１ 日起，
可享受申购费率 ８ 折优惠，网上定投按照 ４ 折优惠，但优惠
最低定投金额为 １００ 元（含 具体结束时间另行公
折扣后的费率均不低于 ０．６％ 。 原申购费率低于 ０．６％ 的
申购费）
告
将不再有折扣优惠，按原申购费率执行。
自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１１ 日起每月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１１ 日起，
最低定投金额为 １００ 元（含 具体结束时间另行公 暂无优惠、开通前另行公告
申购费）
告
自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１１ 日起每月
暂无优惠、开通前另
暂无优惠、开通前另行公告
最低定投金额为 ５００ 元（含
行公告
申购费）

华宝证券

通过农业银行办理本基金定期定额业务的客户，可享受
前端定投申购费八折优惠，即：原前端定投申购费率高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１１ 日起每月最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１１ 日起至
低定投金额为 ３００ 元（含申
０．６％ 的，前端申购费率按 ８ 折优惠，优惠后费率如果低于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购费）
０．６％ ，则按 ０．６％ 执行；原前端申购费率低于 ０．６％ 的，则按

公告送出日期：２０１３年１２月１１日
基金名称
基金简称
基金主代码
基金运作方式
基金合同生效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基金托管人名称

中信建投证券

招商证券

融通通福分级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生效公告
１ 公告基本信息

银河证券

华泰证券

优惠期间

编号：临２０１３－０２６

鲁商置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２０１３年度第七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国泰君安证券

江海证券

３、基金转换
经与建设银行、农业银行、招商银行、交通银行、浦东发展银行、上海银行、中信银行、青岛银行、民生
银行、渤海银行、天天基金、好买基金、杭州数米、申银万国证券、国泰君安证券、上海证券、银河证券、中信
建投证券、国都证券、宏源证券、平安证券、中投证券、华福证券、齐鲁证券、华宝证券、华泰证券、招商证
券、财富里昂证券、广发证券、信达证券、江海证券协商，决定自２０１３年１２月１１日起开通本基金转换业务。
三、注意事项
１、基金定投及网上交易系统业务其他未明事项，请遵循各代销机构的具体规定。
基金合同》、《
招募说明书》及相关公告。
２、基金申购费率参见本基金的《
３、各代销机构保留对本次优惠活动的最终解释权。
四、咨询办法
１、各代销机构客服电话及网址
代销机构
网址
客服电话
工商银行
ｗｗｗ．ｉｃｂｃ．ｃｏｍ．ｃｎ
９５５８８
农业银行
ｗｗｗ．ａｂｃｈｉｎａ．ｃｏｍ
９５５９９
建设银行
ｗｗｗ．ｃｃｂ．ｃｏｍ
９５５３３
招商银行
ｗｗｗ．ｃｍｂｃｈｉｎａ．ｃｏｍ
９５５５５
交通银行
ｗｗｗ．ｂａｎｋｃｏｍｍ．ｃｏｍ
９５５５９
浦东发展银行
ｗｗｗ．ｓｐｄｂ．ｃｏｍ．ｃｎ
９５５２８
９６５８８（青岛）、
青岛银行
ｗｗｗ．ｑｄｃｃｂ．ｃｏｍ
４００６６－９６５８８（全国）
上海银行
ｗｗｗ．ｂａｎｋｏｆｓｈａｎｇｈａｉ．ｃｏｍ
０２１－９６２８８８
中信银行
ｂａｎｋ．ｅｃｉｔｉｃ．ｃｏｍ
９５５５８
民生银行
ｗｗｗ．ｃｍｂｃ．ｃｏｍ．ｃｎ
９５５６８

议通过，无需经股东大会批准。
３、本次交易的出资方为公司全资公司山东省鲁商置业有限公司和山东鲁商物业服务有
限公司，本次交易不属于关联交易和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二、投资主体的基本情况
１、公司名称：山东省鲁商置业有限公司
住所：济南市历下区经十路９７７７号
法定代表人：李彦勇
注册资本：伍仟万元整
实收资本：伍仟万元整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一般经营项目：房地产开发与经营，物业管理，建筑装饰装修工程（
凭资质证
经营）；房地产代理业务；建筑工程项目管理；房屋租赁；销售：日用品，百货，服装，鞋帽，纺织
品，五金交电，工艺品，家具，电子产品，办公用品，皮革制品 ，建筑材料；经济贸易咨询。 （
须
经审批的，未获批准前不得经营）
２、公司名称：山东鲁商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住所：济南市历下区转山西路七号
法定代表人：李彦勇
注册资本：伍佰万元整
实收资本：伍佰万元整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许可经营项目：游泳馆经营管理（
有效期至２０１７年１月９日）；
一般经营项目：物业管理，庭院绿化、建筑装饰工程、水暖安装工程、地基与基础工程、园
林绿化工程施工及技术咨询服务（
凭资质证经营）；社会经济咨询（
不含证券、期货投资咨询、
中介服务）；家庭服务；建筑物清洁服务；房产中介服务；企业形象策划；国内广告业务等。
（
须经审批的，未获批准前不得经营）
三、投资标的基本情况

渤海银行
好买基金
天天基金
杭州数米
申银万国证券
国泰君安证券
上海证券
银河证券
光大证券
中信建投证券
国都证券
宏源证券
平安证券

ｗｗｗ．ｃｂｈｂ．ｃｏｍ．ｃｎ
ｗｗｗ．ｅｈｏｗｂｕｙ．ｃｏｍ
ｗｗｗ．１２３４５６７．ｃｏｍ．ｃｎ
ｗｗｗ．ｆｕｎｄ１２３．ｃｎ
ｗｗｗ．ｓｙｗｇ．ｃｏｍ
ｗｗｗ．ｇｔｊａ．ｃｏｍ
ｗｗｗ．９６２５１８．ｃｏｍ
ｗｗｗ．ｃｈｉｎａｓｔｏｃｋ．ｃｏｍ．ｃｎ
ｗｗｗ．ｅｂｓｃｎ．ｃｏｍ
ｗｗｗ．ｃｓｃ１０８．ｃｏｍ
ｗｗｗ．ｇｕｏｄｕ．ｃｏｍ
ｗｗｗ．ｈｙｓｅｃ．ｃｏｍ
ｗｗｗ．ｐｉｎｇａｎ．ｃｏｍ

长城证券

ｗｗｗ．ｃｇｗｓ．ｃｏｍ

中投证券
华福证券
齐鲁证券
华宝证券
华泰证券

ｗｗｗ．ｃｈｉｎａ－ｉｎｖｓ．ｃｎ
ｗｗｗ．ｈｆｚｑ．ｃｏｍ．ｃｎ
ｗｗｗ．ｑｌｚｑ．ｃｏｍ．ｃｎ
ｗｗｗ．ｃｎｈｂｓｔｏｃｋ．ｃｏｍ
ｗｗｗ．ｈｔｓｃ．ｃｏｍ．ｃｎ

招商证券

ｗｗｗ．ｎｅｗｏｎｅ．ｃｏｍ．ｃｎ

４００８８８８８１１
４００７００９６６５
４００－１８１８－１８８
４００－０７６６－１２３
（０２１）９６２５０５
４００－８８８８－６６６
（０２１）９６２５１８
４００８－８８８－８８８
４００－８８８８－７８８
（０１０）６５１８２２６１
４００－８１８－８１１８
４００８－０００－５６２
４００８８１６１６８
（０７５５）３３６８００００ （深 圳 ）、４００－
６６６６－８８８（非深圳地区）
９５５３２、４００６００８００８
９６３２６（福建省外请先拨０５９１）
９５５３８
４００８２０９８９８
９５５９７
９５５６５、４００ －８８８８ －１１１、 （０７５５）
２６９５１１１１
９５５３６
９５５７５
４００－８００－１００１
４００－８００－８８９９
６８７７７８７７
４００－６６６－２２８８

国信证券
ｗｗｗ．ｇｕｏｓｅｎ．ｃｏｍ．ｃｎ
广发证券
ｗｗｗ．ｇｆ．ｃｏｍ．ｃｎ
安信证券
ｗｗｗ．ｅｓｓｅｎｃｅ．ｃｏｍ．ｃｎ
信达证券
ｗｗｗ．ｃｉｎｄａｓｃ．ｃｏｍ
财富里昂证券
ｗｗｗ．ｃｆ－ｃｌｓａ．ｃｏｍ
江海证券
ｗｗｗ．ｊｈｚｑ．ｃｏｍ．ｃｎ
２、富国基金联系方式
全国统一，均免长途话费）
客户服务热线：９５１０５６８６，４００８８８０６８８（
公司网址：ｗｗｗ．ｆｕｌｌｇｏａｌ．ｃｏｍ．ｃｎ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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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敬请投资人注意投资风险。 投资者投资于上述基金前应认真阅读基金的基金合同、更新的招募说
明书。
本公告的解释权归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特此公告。
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０一三年十二月十一日

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增加平安证券
为富国低碳环保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代理
销售机构的公告
根据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与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以下简称“
平安证券”）签署的销售代理协议，
自２０１３年１２月１１日起，平安证券开始代理销售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旗下富国低碳环保股票型证券投资
基金。
即日起，投资者可通过平安证券办理富国低碳环保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的开户、申购、赎回业务。
投资者也可以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情况：
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深圳市福田区金田路大中华国际交易广场８楼
办公地址：深圳市福田区金田路大中华国际交易广场８楼
法定代表人：杨宇翔
电话：９５５１１－８
联系人：郑舒丽
客服电话：９５５１１－８
网站：ｗｗｗ．ｐｉｎｇａｎ．ｃｏ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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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敬请投资人注意投资风险。 投资者投资于上述基金前应认真阅读基金的基金合同、更
新的招募说明书。
本公告的解释权归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咨询方式：
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热线：９５１０５６８６，４００８８８０６８８（
全国统一，均免长途话费）
公司网址：ｗｗｗ．ｆｕｌｌｇｏａｌ．ｃｏｍ．ｃｎ
特此公告
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０一三年十二月十一日

１、泰安鲁商置业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泰安鲁商置业有限公司（
暂用名，以工商登记名称为准）
公司注册地址：泰山工业园区
注册资本金：５０００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与经营管理（
不含外商投资限制类项目，凭资质证书经营），工程
管理，房地产销售，房产租赁，房地产中介服务，物业管理，装饰工程施工，商务信息咨询服
务。
股权结构：山东省鲁商置业有限公司出资５０００万元人民币，占注册资本的１００％。
２、青岛鲁商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暂用名，以工商登记名称为准）
公司名称：青岛鲁商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公司注册地址：青岛市崂山区松岭路７２号
注册资本金：５０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一般经营项目：物业管理、庭院绿化、建筑装饰工程、水电暖安装工程、地基与
基础工程、园林绿化工程施工及技术咨询服务、家庭服务；建筑物清洁服务；房地产中介服
务。
股权结构：山东省鲁商物业服务有限公司出资５０万元人民币，占注册资本的１００％。
四、对外投资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对外投资是为了公司发展的需要，为上市公司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保障。
五、对外投资的风险分析
目前对房地产市场调控力度较大，未来房地产市场情况及政策影响具有不确定性，为了
进一步降低风险，公司将加强项目管理，积极了解地产市场的各项政策，根据市场的相关情
况及时调整经营策略，采取相应措施防范风险。
特此公告。
鲁商置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３年１２月１１日

万家货币市场基金收益支付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２０１３年１２月１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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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告依据
收益集中支付并自动结转为基金份额的日期
收益累计期间

万家货币市场证券投资基金
万家货币
５１９５０８（Ａ）、５１９５０７（Ｂ）、５１９５０１（Ｒ）
２００６年５月２４日
万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万家货币市场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
《万家货币 市场证券投 资基 金 招 募 说 明
书》
２０１３年１２月１０日
自２０１３年１１月１２日至 ２０１３年１２月１０日止

注： 本基金投资者的累计收益将于每月１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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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 与收益支付相关的其他信息

基金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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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税收相关事项的说明
费用相关事项的说明

投资者累计 收益 ＝∑ 投资者日收益（即投资者日收益逐日累加 ）；投资者日 收
益 ＝ 投资者当日持有的基金份额 ／ １００００＊ 当日每万份基金单位收益 （保留到
分，即保留两位小数后去尾）
２０１３年１２月１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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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体持 有
人。
本基金收益支付方式默认为红利再投资方式，投资者收益结转的基金份额将
于２０１３年 １２月１１日直接计入其基金账户，２０１３年１２月１２日起可查询及赎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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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资者可通过下列渠道了解相关信息
１、万家基金网站：ｈｔｔｐ：／／ｗｗｗ．ｗｊａｓｓｅｔ．ｃｏｍ；
２、万家基金客户服务电话：９５５３８转６，４００－８８８－０８００，０２１－６８６４４５９９；

关于长盛货币市场基金恢复大额申购（
含定投）及转换转入业务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２０１３年１２月１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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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盛货币市场基金
长盛货币

０８００１１
长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长盛货币市场基金基金合同》、《长盛货
币市场基金招募说明书》
２０１３年１２月１１日
２０１３年１２月１１日

恢复大额转换转入日
恢复相关业务的日期 恢复大额申购日
及原因说明
恢 复 大 额 申 购 （转 换 转 入 ）的 原 因
为满足广大投资者的投资需求
说明

注：为满足广大投资者的投资需求，长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决定自２０１３
年１２月１１日起，取消长盛货币市场基金申购业务（
含定投）及转换转入业务上
限为５０００万元（
含）的金额限制，恢复本基金的正常申购业务。
２ 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证券代码：６０００５１

１、投资者可以登录本公司网站（
ｗｗｗ．ｃｓｆｕｎｄｓ．ｃｏｍ．ｃｎ）或拨打客户服务电
话４００－８８８－２６６６
（
免长途通话费用）、０１０－６２３５００８８（
北京）咨询基金相关信息。
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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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购买货币
市场基金并不等于将资金作为存款存放在银行或者存款类金融机构，基金定
期定额投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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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不能保证投资人获得收益。 基金的过往业绩不代表未来表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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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此公告。
长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年１２月１１日

股票简称：宁波联合

编号：临２０１３－０５０

宁波联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进展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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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控股股东浙江荣盛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荣盛集团”）筹划与
本公司相关的重大事项，本公司股票已于２０１３年９月２３日起停牌。 ２０１３年１０月
１９日，公司发布了重大资产重组停牌公告，公司股票自２０１３年１０月２１日起继
续停牌。 ２０１３年１１月２０日，公司发布了重大资产重组停牌期延长公告，经公司
申请，公司股票自２０１３年１１月２０日起继续停牌，停牌期延长３０天。
自公司股票因筹划重组事项停牌之日起，荣盛集团、本公司以及所聘请
的中介机构一直在积极推动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方案拟定、对交易各方的尽
职调查、标的资产的审计和评估等各项工作。 目前，有关各方正在就本次重大

股票代码：６００３９３
债券代码：１２３００２

资产重组的交易方案进行进一步论证和沟通，中介机构对交易各方的尽职调
查、审计和评估等工作仍在持续进行过程中。
停牌期间，本公司将按照《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及其他有关
规定，根据重大资产重组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每五个交易日
公告一次有关事项的进展情况。 待相关工作完成后召开董事会审议重大资产
重组预案，及时公告并复牌。
因相关工作正在进行中，有关事项尚存在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
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宁波联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十二月十日

股票简称：东华实业
债券简称：０９东华债

编号：临２０１３－０４９号

广州东华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重大资产重组的进展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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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于２０１３年８月２２日发布了 《
广州东华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重大
资产重组的停牌公告》，公告了公司正在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公司股票自
２０１３年８月２２日起停牌不超过３０日。
鉴于上述重大事项为重大资产重组，存在重大不确定性，需要向有关部
门进行政策咨询、方案论证，为维护投资者利益，保证公平信息披露，避免公
司股价异常波动，本公司于２０１３年８月２１日申请重大资产重组停牌并公告。
因公司拟以非公开发行股票向关联方购买房地产资产的方式进行重大
资产重组，公司正在对拟重组项目进行前期估值计算。 由于本次重组工作涉
及的核查工作量较大，重组方案涉及的相关问题仍需要与交易对方及有关方
面进行持续沟通，基于上述原因，为避免公司股价异常波动，切实维护广大投
资者的利益，公司股票分别自２０１３年９月２２日、２０１３年１０月２１日以及２０１３年１１

月２０日起继续停牌３０天。
停牌期间，公司根据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每周公告披露重组
工作进展情况。
截至目前，本公司已完成大部分地区拟注入资产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现
阶段正在对拟重组的项目进行估值计算，并对重组的方案做进一步的商讨、论
证和完善。
因相关程序仍在进行中，有关事项尚存在不确定性，为切实维护投资者利
益，本公司将在股票继续停牌期间，根据重大资产重组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
信息披露义务，每五个交易日发布一次有关事项的进展情况。 待相关工作完
成后召开董事会审议重大资产重组议案，及时公告并复牌。
特此公告。
广州东华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３年１２月１０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