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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鹏欣资源 编号：临

2014-056

鹏欣环球资源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董事会秘书辞职公告

特别提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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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于近日收到公司董事会秘书关小掬女士的书面辞职申请。因个人发

展，关小掬女士申请辞去公司董事会秘书职务。辞职后，关小掬女士不再担任

公司任何职务。

公司董事会对关小掬女士担任公司董事会秘书期间所做出的贡献表示

衷心的感谢！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有关规定,指定公司董事 长何

昌明先生代行董事会秘书职责。公司将按照相关规定尽快聘任新 的董事会

秘书。

特此公告。

鹏欣环球资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0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证券代码：

600223

股票简称：鲁商置业 编号：临

2015-001

鲁商置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下属公司竞得土地使用权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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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年12月31日， 公司下属公司重庆鲁商地产有限公司取得与重庆市

土地和矿业权交易中心签订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成交确认书》，确认重

庆鲁商地产有限公司通过挂牌方式竞得重庆市北碚区缙云山麓控规组团郊

A分区郊A6-5-2/03号宗地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 该地块成交单价为

2101元/平方米，成交总价为8070万元，土地面积为38414平方米，土地用途

为一类居住用地，总计容建筑面积≤38415平方米。

本次竞买事项在董事会授权经理层的范围内。

特此公告。

鲁商置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1月5日

富安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4

年

12

月

31

日基金净值公告

经基金托管人复核，截至2014年12月31日富安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旗下开放式基金资产净值及基金份额净值如下：

?

基金代码 基金名称 基金托管银行 基金资产净值

（

元

）

基金份额净值

（

元

）

基金份额累计净

值

（

元

）

710001

富安达优势成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19,884,534.70 1.2270 1.2270

710002

富安达策略精选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56,669,166.81 1.2551 1.2951

710301

富安达增强收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A

类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10,940,608.97 1.2319 1.2519

710302

富安达增强收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C

类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18,048,883.28 1.2191 1.2391

710501

富安达现金通货币市场证券投资基金

A

类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2,205,727.88 1.0000 1.0000

710502

富安达现金通货币市场证券投资基金

B

类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134,254,249.59 1.0000 1.0000

000755

富安达新兴成长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99,345,079.26 0.9490 0.9490

000284

富安达信用主题轮动纯债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

资基金

A

类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14,807,097.66 1.2577 1.2577

000285

富安达信用主题轮动纯债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

资基金

C

类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5,496,628.57 1.2503 1.2503

特此公告。

富安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5年1月1日

证券代码：

600436

证券简称：片仔癀 公告编号：

2014-061

漳州片仔癀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工商登记注册信息变更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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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近日接到控股股东的通知， 公司控股股东漳州市九龙江建设有限

公司更名为 “漳州市九龙江集团有限公司” ， 法定代表人变更为潘杰， 并于

2014年12月31日在福建省漳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办理完毕工商登记变更手

续。 除上述变更外，公司控股股东工商注册的其他信息未发生变化。 变更后漳

州市九龙江集团有限公司基本信息如下：

名 称：漳州市九龙江集团有限公司

类 型：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

住 所：漳州市芗城区上街1号片仔癀综合大楼18层

法定代表人：潘杰

注册资本：贰拾亿圆整

经营范围：基础设施建设、房地产开发与经营；对工业、农业、建筑业、制造

业、第三产业的投资；建筑材料（危险化学品除外）、普通机械、电器设备、汽车

零部件、金属材料、铝塑制品、日用化学品、包装材料及制品的批发、零售；土地

收储；自营和代理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

特此公告。

漳州片仔癀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12月31日??

证券代码：

600227

证券简称：赤 天 化 编号：临

2015－001

贵州赤天化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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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股票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20%，已构成股票交易

异常波动。 经公司自查，并问询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确认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

重大信息。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情况

贵州赤天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股票于2014年12月29日、12月30日、12

月31日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20%，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交

易规则》的有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

二、对重要问题的关注、核实情况

（一）、公司于2014年12月22日公开披露了《贵州赤天化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复牌提示

性公告》、《贵州赤天化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等相关公告，目前公

司《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的议案》等相关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公司于2014年12月25日公开披露了《贵州赤天化股份有限公司2014-2015年

度生产装置检修期的公告》，未发生应披露而未披露的情况。

（三）、经向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征询，除公司控股股东拟参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

事项以外，不存在任何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包括但不限于重大资产重组、发行股

份、上市公司收购、债务重组、业务重组、资产剥离和资产注入等重大事项，并承诺至少未来

3个月内不会策划上市重大事项。

三、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信息的说明

本公司董事会确认，除本公司于2014年12月22日披露的事项及2014年12月25日披露

生产装置停车检修以外，本公司目前没有任何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

关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事项有关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董事会也未

获悉公司有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对

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

四、风险提示

经自查，公司不存在违反信息公平披露的情形。

本公司将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认真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及时做好信

息披露工作。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贵州赤天化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一月五日

关于海富通国策导向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恢复申购、转换转入、转换转出及定期定额

投资的提示性公告

为满足广大投资者的需求，海富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

司” ）将于2015年1月5日起恢复接受对海富通国策导向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的申购（包括日常申购和定期定额申购）、转换转入及转换转出申请，本公司

已于2014年12月29日在中国证监会指定媒体及本公司网站刊登了《海富通国

策导向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恢复申购、转换转入、转换转出及定期定额投资的

公告》，现根据基金合同的有关规定进行提示，敬请留意。

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了解或咨询详情：

海富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站：www.hftfund.com

海富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客服热线：40088-40099（免长途话费）

特此公告。

海富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5年1月5日

关于海富通新内需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实行网上直销费率优惠的公告

为了更好地满足广大投资者的理财需求，方便投资者通过互联网投资海

富通新内需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本基金” ），海富通基

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决定从2015年1月7日起，对通过基金管

理人网上交易系统申购本基金实行费率优惠。

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 适用投资者范围

开通本公司网上直销业务的个人投资者及机构投资者（目前仅限采用网

上下单，转账汇款交易方式）；

二、适用基金范围

海富通新内需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简称：海富通新内需

混合，基金代码：519130）

三、费率优惠

1、网上直销申购费率

1）个人投资者

申购金额

（

M

）

工行卡 建行卡 农行卡

兴业

、

浦发

、

中信及

其他银联联网银行

卡

天天盈

、

支付宝

M≥500

万

按笔收取

，

1000

元

/

笔

按笔收取

，

1000

元

/

笔

按笔收取

，

1000

元

/

笔

按笔收取

，

1000

元

/

笔

按笔收取

，

1000

元

/

笔

200

万

≤M＜500

万

0.6％ 0.64％ 0.6％ 0.6％ 0.6％

100

万

≤M＜200

万

0.6％ 0.96％ 0.84％ 0.6％ 0.6％

M＜100

万

0.75％ 1.2％ 1.05％ 0.6％ 0.6％

2）机构投资者

机构投资者通过本公司直销网上交易系统申购开放式基金业务，其申购

费率不按申购金额分档，统一优惠为申购金额的0.6％，优惠后费率如果低于

0.6%，则按0.6%执行。 基金招募说明书及相关公告规定的相应申购费率低于

0.6%时，按实际费率收取申购费。

2、定期定额申购费率

个人投资者通过本公司网上直销定期定额申购本基金的费率为0.6%。

基金管理人可以在基金合同约定的范围内调整费率或收费方式，并最迟

应于新的费率或收费方式实施日前依照《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的有关规定在指定媒体上公告。

四、重要提示

1、本公告有关基金网上直销业务的解释权归本公司所有。

2、本公告仅对海富通新内需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的网上直销费

率优惠的有关事项予以说明。 投资者欲了解本基金的详细情况，请详细阅读

本基金的基金合同和招募说明书及最新业务公告。

3、投资者申请使用网上交易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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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是账号和密码。

4、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了解或咨询详请：

海富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址：http://www.hftfund.com

海富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客服中心电话：40088-40099

特此公告。

海富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5年1月5日

海富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旗下部分基金新增一路财富（北京）

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为销售机构的公告

一、一路财富（北京）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一路财富” ）的开放

式基金销售资格已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 根据海富通基金管理有

限公司日前与一路财富签订的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销售协议，现增加一路财

富为“海富通货币市场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简称：海富通货币，基金代码：海

富通货币A� 519505� ；海富通货币B� 519506）、“海富通精选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海富通精选混合,基金代码：519011）、“海富通收益增长证券投

资基金”（基金简称：海富通收益增长混合,基金代码：519003）、“海富通股

票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简称：海富通股票,基金代码：519005）、“海富通强

化回报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简称：海富通强化回报混合,基金代码：

519007）、“海富通风格优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简称：海富通风格

优势股票,基金代码：519013）、“海富通精选贰号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

金简称：海富通精选贰号混合,基金代码：519015）、“海富通稳健添利债券型

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简称：海富通稳健添利债券,基金代码：519023(C类),

519024(A类)）、“海富通领先成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简称：海富通

领先成长股票,基金代码：519025）、“海富通中证100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LOF）”（基金简称：海富通中证100指数（LOF）（场内简称：海富100），基

金代码：162307）、“海富通中小盘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简称：海富通

中小盘股票,基金代码：519026）、“海富通上证周期行业50交易型开放式指

数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基金简称：海富通上证周期ETF联接,基金代码：

519027）、“海富通稳固收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简称：海富通稳固

收益债券,基金代码：519030）、“海富通上证非周期行业100交易型开放式指

数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基金简称：海富通上证非周期ETF联接，基金代

码：519032）、“海富通稳进增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LOF)”（基金简称：海

富通稳进增利债券（LOF）（场内简称：海富增利），基金代码：162308）、“海

富通国策导向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简称：海富通国策导向股票，基金

代码：519033）、“海富通中证内地低碳经济主题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基金

简称：海富通中证内地低碳指数，基金代码：519034）、“海富通现金管理货币

市场基金” （基金简称：海富通现金管理货币，基金代码：海富通现金管理货

币A� 519528；海富通现金管理货币B� 519529）、“海富通养老收益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海富通养老收益混合，基金代码：519050）、“海富

通一年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海富通一年定开债券，基

金代码：519051）、“海富通双利分级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海

富通双利分级债券 A，基金代码：519052；基金简称：海富通双利分级债券

B，基金代码：519053）、“海富通内需热点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

称：海富通内需热点股票，基金代码：519056）和“海富通纯债债券型证券投

资基金” （基金简称：海富通纯债债券，基金代码：519060(C类),� 519061(A

类)）（下称“上述基金” ）的销售机构。

投资者欲了解基金的详细信息，请仔细阅读上述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

明书等法律文件及本公司发布的最新公告。

二、自2015年1月6日起，投资者均可在一路财富网上交易平台办理上述

基金的开户、申购、赎回等业务。

三、海富通一年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和海富通双利分级债券型

证券投资基金开放申购赎回安排请见本公司最新业务公告。

四、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

1.一路财富销售网站：www.yilucaifu.com

一路财富客户服务电话：400-001-1566

2.�海富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站：www.hftfund.com

海富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全国统一客户服务号码：40088-40099（免长

途话费）

本公告的解释权归海富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特此公告。

海富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5年1月5日

海富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旗下部分

基金在一路财富（北京）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开展网上交易申购费率优惠活动的公告

为了答谢广大投资者对海富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

的支持和厚爱，经本公司与一路财富（北京）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一路财富” ）协商一致，拟于2015年1月6日起，对通过一路财富网上交易申

购本公司旗下部分基金的投资者给予前端申购费率优惠。 活动具体结束时间

另行通知。

一、适用投资者范围

通过一路财富网上交易申购下列开放式基金的合法投资者。

二、适用基金

基金代码 基金名称 申购费率优惠

519011

海富通精选证券投资基金

√

519003

海富通收益增长证券投资基金

√

519005

海富通股票证券投资基金

√

519007

海富通强化回报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

519013

海富通风格优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

519015

海富通精选贰号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

A

类

：

519024

海富通稳健添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

162308

海富通稳进增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LOF)

（

场内简称

：

海富增利

）

√

519025

海富通领先成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

519026

海富通中小盘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

519027

海富通上证周期行业

50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

√

519032

海富通上证非周期行业

100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

√

519033

海富通国策导向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

519034

海富通中证内地低碳经济主题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

519050

海富通养老收益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

519056

海富通内需热点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

A

类

：

519061

海富通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

162307

海富通中证

100

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

LOF

）（

场内简称

：

海富

100

）

√

B

级

：

519053

海富通双利分级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

三、适用期限

2015年1月6日起，具体活动结束日期另行通知。

四、网上银行申购费率优惠的适用条件

1.�投资者通过一路财富网上交易申购上述开放式基金（限前端收费模

式），申购费率享有4折优惠，如优惠后费率低于或等于0.6%，则按照0.6%执

行；原申购费率低于或等于0.6%，或适用固定费率的，则按原费率执行，不再享

有费率折扣优惠。

2.�上述基金原费率请详见各基金相关法律文件及最新业务公告。

五、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

1.一路财富销售网站：www.yilucaifu.com

一路财富客户服务电话：400-001-1566

2.�海富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站：www.hftfund.com

海富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全国统一客户服务号码：40088-40099（免长

途话费）

本公告的解释权归海富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特此公告。

海富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5年1月5日

景顺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旗下部分

基金开通苏宁易付宝支付结算业务的公告

为进一步方便个人投资者通过网上直销交易系统投资景顺长城基金管理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为“本公司” ）旗下的开放式基金，经本公司与南京苏宁

易付宝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易付宝” ）协商一致，决定自 2015�年

1�月 6日起，新增易付宝为本公司部分基金提供支付结算服务。 本公司在易

付宝官网设置景顺长城基金电子交易直销前置式前台，便于易付宝实名认证

的用户通过易付宝官网发起景顺长城基金网上直销账户开立申请、基金交易

申请和查询。 现将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开通时间：

2015年1月6日

二、适用基金

1、景顺长城景兴信用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C类（基金代码：

000253）。

三、适用投资者范围

通过易付宝官网开立景顺长城基金直销账户并进行实名认证，同时签署

景顺长城基金网上交易相关协议和易付宝相关协议后申购本公司上述基金的

投资者。

四、新增支付结算渠道

名称：南京苏宁易付宝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网址：http://licai.suning.com/

客服电话：4008-365-365（免长途费）

五、业务咨询

1、景顺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400� 8888� 606、0755-82370688

网址： http://www.igwfmc.com

2、南京苏宁易付宝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4008-365-365

网址：http://licai.suning.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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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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募说明书等文件。敬请投资者留意投资风

险。

特此公告。

景顺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一五年一月五日

景顺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旗下基金投资宋都股份

（股票代码：

600077

）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公告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基金投资非公开发行股票等流通受限证券有关问

题的通知》的要求，景顺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就旗

下基金投资宋都基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股票简称：宋都股份，股票代码：

600077）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本公司旗

下的景顺长城精选蓝筹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260110）、景顺长城

鼎益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LOF）（基金代码：162605）、景顺长城动力平衡

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260103）参与了宋都股份非公开发行股票的认购。

截至2014年12�月 30�日，上述基金持有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情况如下：

基金名称 认购数量

（

股

）

总成本

?

（

元

）

总成本占基金

资产净值的比

例

账面价值

（

元

）

账面价值

占基金资

产净值的

比例

锁定期

景顺长城精选

蓝筹股票型证

券投资基金

25,263,158 120,000,000.50 1.20% 120,000,000.50 1.20% 12

个月

景顺长城鼎益

股票型证券投

资基金

（

LOF

）

15,157,894 71,999,996.50 1.81% 71,999,996.50 1.81% 12

个月

景顺长城动力

平衡证券投资

基金

10,105,263 47,999,999.25 1.46% 47,999,999.25 1.46% 12

个月

投资者可登录本公司网站（www.igwfmc.com），或拨打客户服务电话

400-8888-606、0755-82370688咨询相关信息。

特此公告。

景顺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一五年一月五日

景顺长城鑫月薪定期支付债券型证券

投资基金份额支付公告

景顺长城鑫月薪定期支付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本基金” ）按

照基金合同和招募说明书的约定进行定期份额支付，即本基金在每一运作周

期内每个日历月末最后一个工作日将按份额支付基准进行一定数量的份额支

付。 基金份额支付日如遇本基金自由开放期或受限开放期，基金管理人将提

前于自由开放期或受限开放期进行基金份额支付，具体由基金管理人提前公

告。 基金合同生效不满1个月的，当月末不进行份额支付。

一、本基金已于2014年10月18日起进入第二个运作周期，本基金在该运

作周期内定期份额支付的相关信息详见下表：

定期支付

月份

定期支付

基准日

定期支付

权益登记日

定期支付

现金划出日

份额支付基数

份额支付

基准

投资人

日历月末

支付资产

2014/10 2014/10/31 2014/10/31 2014/11/05

以

100,000

为例

5.2%/12 433.33

2014/11 2014/11/28 2014/11/28 2014/12/03

以

100,000

为例

5.2%/12 433.33

2014/12 2014/12/31 2014/12/31 2015/1/7

以

100,000

为例

5.2%/12 433.33

注：

1、份额支付基准：

B=(同期六个月定期存款利率（税后）+� X� (0%≤X≤2.5%))/12

其中，B为投资人的份额支付基准；

该基准由基金管理人在每个自由开放期第一个工作日进行调整，并提前

公布。

本基金第二个运作周期（2014年10月18日至2015年4月17日）的份额支

付基准为5.2%/12。

2、份额支付基数：

A=A0+ΣS－Σ(R×P0)

其中，A为投资人的份额支付基数；

A0为初始份额支付基数，基金成立后，投资人的初始份额支付基数为认

购确认份额与基金份额发售面值的乘积，每次基金份额折算后，投资人的初始

份额支付基数更新为折算基准日折算后的基金份额数与折算基准日折算后基

金份额净值（即1.000元）的乘积；

S为投资人在一个折算周期内的每笔净申购金额，每笔净申购金额将于申

购当月份额支付后计入投资人份额支付基数；

R为投资人在一个折算周期内的每笔赎回确认份额；

P0为投资人每笔赎回确认份额所对应的初始认/申购份额净值，若某笔赎

回确认份额为最近一次折算前认/申购并经过折算调整后的基金份额，则该笔

赎回份额所对应的初始认/申购份额净值为最近一次折算基准日折算后的基

金份额净值（即1.000元）。

即份额支付基数将在以下三种情形下进行调整：

（1）投资人赎回本基金份额时进行调整；

（2）投资人申购本基金份额，在当月份额支付后进行调整；

（3）每年基金份额折算后进行调整。

3、投资人日历月末支付资产=A×B=份额支付基数×份额支付基准

其中：A为投资人的份额支付基数

B为投资人的份额支付基准

份额支付日， 基金管理人将按投资人份额支付基数计算出投资人每日历

月末应当支付的资产金额，并反算出所对应的基金份额，进行份额支付。 投资

人在同一运作周期内所有日历月末支付的资产金额将基本保持一致（投资人

在运作周期内提出申购、赎回除外，同时各月末支付资产金额因数据精度处理

可能导致尾数差异）。

支付资产及支付份额的计算按照四舍五入的方法保留到小数点后2位，由

此误差产生的损失由基金财产承担，产生的收益归基金财产所有。

二、其他重要提示：

1、本基金关于定期支付的具体规定详见本基金基金合同的“第七部分、

基金份额支付” 。

2、登记机构办理登记业务时，基金份额持有人主动发起的份额减少业务

（包括赎回及转托管出） 或者登记机构发起的其他非定期支付份额减少业务

的确认原则上优先于定期支付业务的确认； 每期自动赎回用以定期支付的基

金份额时，若因当日（定期支付基准日）该账户同时有其他的份额减少业务被

确认而导致基金份额余额不足时，当期的定期支付业务将被确认失败，即该账

户当期不进行现金支付。

3、本基金当月进行定期支付时，当月自动赎回用以定期支付的基金份额

从当月定期支付基准日（T日）的下一工作日起（含该日）从投资人的基金账

户中扣减，扣减后的基金份额余额自T+2日起（含该日）方可查询，投资人在

定期支付基准日（T日）的下一工作日（T+1日）提交的赎回申请可能因提交

申请的份额余额大于实际的份额余额而被确认失败。

4、本基金每月对投资人进行1次定期支付，若基金合同生效不满1个月可

不进行支付。 基金合同生效后，在不损害基金持有人利益的前提下，基金管理

人可对份额支付时间进行相应的调整，但应在实施日前依照《信息披露管理

办法》的有关规定在指定媒体上公告。

5、在存续期内，本基金按照基金合同的约定每月定期向基金份额持有人

支付一定的现金，除上述定期支付外，本基金不另外进行收益分配。

6、投资人欲了解本基金的详细情况，可通过本基金管理人网站查阅本基

金基金合同和招募说明书（及其更新）等法律文件。

7、投资人欲了解有关每次定期支付的详细情况，可通过本公司客户服务

中心查询（网址：www.igwfmc.com；客户服务电话：400-8888-606）。

风险提示：

本基金投资于证券市场，基金净值会因为证券市场波动等因素产生波动，

投资人在投资本基金前，请认真阅读本基金基金合同和招募说明书等文件，全

面认识本基金产品的风险收益特征和产品特性， 充分考虑自身的风险承受能

力，理性判断市场，对认购（或申购）基金的意愿、时机、数量等投资行为作出

独立决策，获得基金投资收益，亦承担基金投资中出现的各类风险。 投资本基

金可能遇到的风险包括：证券市场整体环境引发的系统性风险，个别证券特有

的非系统性风险，大量赎回或暴跌导致的流动性风险，基金投资过程中产生的

操作风险，因交收违约和投资债券引发的信用风险，基金投资对象与投资策略

引致的特有风险。 同时：

1、本基金份额支付机制将导致投资人账户中每月末份额余额发生变动；

2、本基金份额支付计算为：投资人日历月末支付资产=份额支付基数×份

额支付基准

份额支付基数将在以下三种情形下进行调整：

（1）投资人赎回本基金份额时进行调整；

（2）投资人申购本基金份额，在当月份额支付后进行调整；

（3）每年基金份额折算后进行调整。

3、本基金份额定期支付机制，在每日历月末将按照计算公式支付固定金

额资产到投资人账户，而由于债券市场利率水平、宏观经济波动、资金供给以

及市场情绪等方面影响导致基金组合价值可能面临一定波动，因此，在日历月

末遇到上述市场极端情况时，为保证本基金支付金额的稳定性，本基金将有可

能支付投资人期初所投资金本金部分。

本基金为债券型基金，属于证券投资基金中的较低风险品种，本基金的预

期收益和预期风险高于货币市场基金，低于混合型基金和股票型基金。基金管

理人提醒投资人基金投资的“买者自负” 原则，在投资人作出投资决策后，基

金运营状况与基金净值变化引致的投资风险，由投资人自行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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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人投资于本基金时应认真阅读本

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文件。 敬请投资人留意投资风险。

景顺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一五年一月五日

东吴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旗下基金参加

苏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网上交易申购费率

及定投申购费率优惠的公告

为了答谢广大投资者对东吴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的

支持和厚爱，经本公司与苏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苏州银行” ）协

商，本公司自2015年1月1日起，对通过苏州银行网点柜面和自助交易渠道申

购及定期定额申购指定开放式基金（前端模式）的申购费实行费率优惠，目前

包括：

序号 基金名称 基金代码

1

东吴嘉禾优势精选混合型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

580001

2

东吴价值成长双动力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前端收费

580002

3

东吴行业轮动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580003

4

东吴进取策略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580005

5

东吴新经济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580006

6

东吴新创业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580007

7

东吴新产业精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580008

8

东吴优信稳健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A

类

582001

9

东吴增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A

类

582002

10

东吴中证新兴产业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585001

11

东吴保本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582003

12

东吴内需增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580009

13

东吴阿尔法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00531

一、申购费率优惠方式

2015年1月1日至2015年12月31日，投资者通过苏州银行柜面渠道、网上

银行、手机银行交易系统申购（包括定投）本公司上述基金，申购费率享有以

下优惠活动：

（1）活动期间，投资者通过苏州银行柜面渠道申购及定期定额申购上述

适用基金，享有如下优惠：基金申购费率按3折优惠，即实收申购费率＝原申购

费率×0.3；原申购费率（含分级费率）为固定费用的，则按原申购费率执行。

（2）活动期间，投资者通过苏州银行网上银行渠道申购及定期定额申购

上述适用基金，享有如下优惠：基金申购费率按2折优惠，即实收申购费率＝原

申购费率×0.2；原申购费率（含分级费率）为固定费用的，则按原申购费率执

行。

（3）活动期间，投资者通过苏州银行手机银行渠道申购及定期定额申购

上述适用基金，享有如下优惠：基金申购费率按1折优惠，即实收申购费率＝原

申购费率×0.1；原申购费率（含分级费率）为固定费用的，则按原申购费率执

行。

本优惠仅适用于处于正常申购期的基金（前端收费模式）的申购手续费，

不包括各基金的后端收费模式的申购手续费以及处于基金募集期的基金认购

费，也不包括基金转换业务等其他业务的基金手续费。原费率指本公司发布的

公开法律文件上注明的费率。

二、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

1、 苏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96067

网址：www.suzhoubank.com

2、东吴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400-821-0588（免长途话费）、021-50509666

网址：www.scfund.com.cn

三、重要提示

1、本次优惠活动自2015年1月1日起至2015年12月31日截止。

2、该优惠活动仅适用于处于正常申购期的基金产品前端收费模式的申购

手续费， 不包括各基金后端收费模式的申购手续费以及处于基金募集期的基

金认购费，也不包括基金转换业务等其他业务的基金手续费。

3、 有关本次申购费率优惠活动的具体详情请见苏州银行网站刊登的公

告。投资者欲了解基金产品的详细情况，请仔细阅读本公司旗下基金的基金合

同、招募说明书等法律文件。

特此公告。

东吴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5年1月1日

东吴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管理的基金

2014

年年度资产净值公告

经各基金托管人复核， 东吴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管理的各基金截至2014年

12月31日资产净值公告如下：

基金代码 基金名称 截止时间

基金份额净值

(

元

)

基金份额累计

净值

(

元

)

资产净值

(

元

)

580001

东吴嘉禾优势基金

2014-12-31 0.7696 2.4896

1,841,938,

753.62

580002

东吴双动力股票

2014-12-31 1.3471 1.9671

1,330,629,

787.33

580003

东吴行业轮动基金

2014-12-31 0.65 0.73

1,198,578,

481.88

582001

东吴优信

A 2014-12-31 1.1372 1.1492 18,424,248.47

582201

东吴优信

C 2014-12-31 1.1126 1.1246 29,905,341.56

580005

东吴进取策略混合

2014-12-31 1.1996 1.2696 240,701,520.16

580006

东吴新经济股票

2014-12-31 1.231 1.231 148,428,308.62

580007

东吴新创业股票

2014-12-31 1.195 1.255 44,994,270.45

585001

东吴中证新兴指数

2014-12-31 1.02 1.02 650,660,996.64

582002

东吴增利债券

A 2014-12-31 1.143 1.183 17,143,137.65

582202

东吴增利债券

C 2014-12-31 1.128 1.168 41,034,479.56

580008

东吴新产业股票

2014-12-31 1.562 1.562 122,119,857.36

165806

东吴深证

100

指数

(LOF) 2014-12-31 1.125 1.125 72,354,120.20

582003

东吴保本基金

2014-12-31 1.076 1.076 207,546,339.93

580009

东吴内需增长混合

2014-12-31 1.411 1.411 79,311,154.83

165807

东吴鼎利分级债券

2014-12-31 1.033 1.065

737,483,930.46150120

鼎利进取

2014-12-31 1.049 1.049

165808

鼎利优先

2014-12-31 1.008 1.073

531

东吴阿尔法灵活配置混合

2014-12-31 0.983 0.983 122,165,801.17

165809

东吴中证可转换债券指数

2014-12-31 1.029 1.469

126,176,702.10150164

可转债

A 2014-12-31 1 1.039

150165

可转债

B 2014-12-31 1.097 2.472

每万份基金份

额收益

最近七日收益

折算年收率

583001

东吴货币

A 2014-12-31 1.2721 4.21% 106,382,872.09

583101

东吴货币

B 2014-12-31 1.337 4.46% 104,449,391.70

特此公告

东吴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5年1月5日

关于东吴中证可转换债券指数分级证券投资

基金不定期份额折算结果及恢复交易的公告

根据东吴中证可转换债券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本基金）基

金合同、招募说明书及深圳证券交易所和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的

相关业务规定，东吴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于2014年12月30

日为份额折算基准日，对东吴转债份额的场外份额、场内份额以及可转债A份

额、可转债B份额实施不定期份额折算，现将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份额折算结果

2014年12月30日，东吴转债份额的场外份额经折算后的份额数按截尾法

保留到小数点后两位，舍去部分计入基金财产；东吴转债份额的场内份额、可

转债A份额、可转债B份额经折算后的份额数取整计算（最小单位为1份），舍

去部分计入基金财产。 份额折算比例按截尾法精确到小数点后第9位，折算结

果如下表所示：

基金份额名

称

折算前份额 折算后份额

新增份额折算比

例

折算后基金

份额净值

折算后基金

份额累计净

值

东吴转债场

外份额

43,572,211.40 61,681,129.46 0.415607046 1.000 1.440

东吴转债场

内份额

4,323,590.00 22,197,478.00? 0.415607046 1.000 1.440

可转债

A

份额

27,078,177.00

27,078,177.00

0.004726027 1.000 1.039

新增场内东吴转债份额

：

127,972.00

可转债

B

份额

11,604,934.00

11,604,934.00?

1.374329423 1.000 2.375

新增场内东吴转债份额

：

15,949,002.00

注：东吴转债场外份额经份额折算后产生新增的东吴转债场外份额，东吴

转债场内份额经份额折算后产生新增的东吴转债场内份额；可转债A份额经

份额折算后产生新增的东吴转债场内份额；可转债B份额经份额折算后产生新

增的东吴转债场内份额。

投资者自公告之日起可查询经注册登记人及本公司确认的折算后份额。

二、恢复交易

自2015年1月5日起，本基金恢复申购（含定期定额投资）、赎回、转托管

（包括场外转托管和跨系统转托管）和配对转换业务，可转债A、可转债B将于

2015年1月5日上午9:30-10:30停牌一小时，并将于2015年1月5日上午10:30

复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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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1月5日可转债A份额、可转债B份额即时行情显示的前收盘

价调整为前一交易日（2014年12月31日）可转债A份额、可转债B份额的基金

份额参考净值（四舍五入至0.001元），分别为1.000元和1.097元。 2015年1月

5日当日可转债A份额和可转债B份额均可能出现交易价格大幅波动的情形。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三、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1、可转债A份额、可转债B份额、东吴转债份额的场内份额经折算后的份

额数均取整计算（最小单位为1�份），舍去部分计入基金财产，持有极小数量

可转债A份额、可转债B份额、东吴转债份额的场内份额持有人，可能存在折算

后份额因为不足1�份而导致相应的资产被强制归入基金资产的情况。

2、本基金原可转债A份额持有人在不定期份额折算后将持有可转债A份

额和本基金基础份额———东吴转债场内份额，因此，持有人的风险收益特征将

发生一定的变化，由持有单一的较低风险收益特征份额变为同时持有较低风

险收益特征份额与较高风险收益特征份额的情况。

3、本基金可转债B份额表现为高风险、高收益的特征，不定期份额折算后

其杠杆倍数将大幅提升，相应地，可转债B份额净值随市场涨跌而增长或者下

降的幅度也会大幅增加。

4、由于可转债A份额、可转债B份额折算前存在折溢价交易情形，不定期

份额折算后，可转债A份额、可转债B份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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折溢价率所带来的风险。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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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如有疑问，请拨打本公司客户服务热线：400-821-0588（免长话费），

或登陆本公司网站www.scfund.com.cn获取相关信息。

特此公告。

东吴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5年1月5日

关于可转债

A

和可转债

B

不定期份额

折算后前收盘价调整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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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及《东吴中证可转换债券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的约定，东吴中

证可转换债券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本基金” ）已于2014年12

月30日对在该日交易结束后登记在册的持有东吴转债份额（场内简称：东吴

转债，基金代码：165809）、可转债A份额（场内简称：转债优先，交易代码：

150164）和可转债B份额（场内简称：转债进取，交易代码：150165）的投资者

办理了不定期份额折算业务。 关于不定期份额折算结果，详见2015年1月5日

刊登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及东吴基金管理有限公

司网站上的《关于东吴中证可转换债券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不定期份额折

算结果及恢复交易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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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1月5日可转债A份额、可转债B份额即时行情显示的前收盘

价调整为前一交易日（2014年12月31日）可转债A份额、可转债B份额的基金

份额参考净值（四舍五入至0.001元），分别为 1.000�元和1.097元。 2015年1

月5日当日可转债A份额和可转债B份额均可能出现交易价格大幅波动的情

形。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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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资者投资于本公司基

金时应认真阅读相关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文件，并根据自身风险承受能力

选择适合自己的基金产品进行投资。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东吴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5年1月5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