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证券简称：﹡

ST

天化 证券代码：

000912

公告编号：

2015-066

四川泸天化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维护上市公司股价

稳定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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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四川泸天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 ）于

2015年7月10日接到控股股东———泸天化 （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

以下简称“泸天化集团” ）《关于维护上市公司股价稳定的通知》，通

知内容如下：

针对近期股票市场的非理性波动， 同时基于对公司未来发展前

景的信心以及对上市公司价值的认可，为促进上市公司持续、稳定、

健康发展和维护上市公司全体股东的利益，郑重承诺：

1、泸天化集团坚决维护证券市场稳定，在股市异常波动期间，承

诺在6个月内不减持公司股票，择机增持公司股票，切实维护全体股

东的利益。

2、目前，在公司经营业务正常开展的基础上，泸天化集团与公司

通过资产重组、优化资源配置等手段，继续推进公司加快转型升级和

结构调整，大力提升上市公司质量。

3、泸天化集团积极配合公司提高信息披露质量，及时澄清不实

传言，加强投资者关系管理，坚定投资者信心。

特此公告

四川泸天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7月10日

证券简称：康弘药业 证券代码：

002773

公告编号：

2015-007

成都康弘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维护公司股价稳定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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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针对当前资本市场的非理性波动， 并基于对成都康弘药业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 未来发展前景的信心以及对

本公司价值的认可，为保护全体股东利益，经本公司研究决定，拟采

取相关维护证券市场稳定措施， 以切实维护广大投资者的利益及本

公司市场形象。

现就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 本公司控股股东、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未来将适时增

持公司股份， 并同时承诺在增持完成后六个月内不转让其所持有的

公司股份；

二、本公司将根据法律法规的规定，积极研究推进股份回购相关

事宜；

三、本公司将根据实际情况适时筹划股权激励、员工持股计划等

事宜；

四、本公司将通过深交所互动易平台与投资者积极沟通，并召开

投资者说明会，加强投资者关系管理，做好投资者沟通工作，坚定投

资者信心；

五、本公司将一如既往地诚信经营、规范发展，继续强化自主创

新，增强核心竞争力，保持公司持续、平稳、快速的发展。

本公司将以实际行动坚定股东信心， 共同维护资本市场的长期

健康稳定发展。

特此公告！

成都康弘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七月十日

证券代码：

002626

证券简称：金达威 公告编号：

2015-073

厦门金达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维护公司股价稳定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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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面对近期证券市场的非理性波动，为了稳定市场预期，增强投资者信心，

促进市场尽快恢复健康平稳状态，公司积极响应中国上市公司协会的倡议，现

就维护公司股价稳定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本公司将诚信经营、规范发展，努力强化企业核心竞争力，以真实稳定

的业绩回报投资者，以此奠定证券市场的基石。

二、公司支持并鼓励公司董事（独立董事除外）、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通

过二级市场增持公司股票等方式稳定公司股价， 并承诺在增持后的六个月内

不减持。 公司大股东、 实际控制人及董监高承诺在未来 6�个月内不减持公

司股票。

2015年7月8日，公司实施并发布了公司管理层增持公司股份及计划，详见巨

潮资讯网公司公告2015-070号《关于公司管理层增持公司股份及计划的公告》。

三、本公司将在法律、法规许可的情况下，积极探索股权激励计划在内的

有关措施，以实际行动切实维护市场稳定。

2015年6月30日，公司对外发布了《股权激励计划（草案）》（具体内容见

巨潮资讯）。目前，公司正在对方案进行完善，完善后公司将履行必要的审批流

程和信息披露义务。

四、本公司将持续提高公司信息披露质量，积极践行投资者关系管理，增

进彼此之间的了解与信任， 切实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 通过交易所互动易平

台、召开投资者说明会等各种方式，加强投资者关系管理，做好投资者沟通工

作，坚定投资者信心。 公司将在近期利用互动平台召开投资者说明会，具体时

间另行公告。

展望未来，公司将以实际行动坚定股东信心，坚持立足长远扎实做好实业

发展，努力强化企业核心竞争力，充分利用好改革机遇，发挥好资本市场功能，

率先实现企业转型发展，以真实稳定的业绩回报广大股东，共同维护资本市场

的长期健康稳定发展。

特此公告。

厦门金达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七月十日

证券代码：

002337

证券简称：赛象科技 公告编号：

2015-039

天津赛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维护公司股价稳定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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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津赛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 针对近期股票市场的

非理性波动，同时基于对公司未来发展前景的信心以及对公司价值的认可，为

促进公司持续、稳定、健康发展和维护公司全体股东的利益，公司、控股股东及

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拟采取以下措施，维护公司股价稳定、树立良

好的市场形象。

一、公司积极响应天津证监局和天津证券业协会的号召，将全力采取各种

方式维护公司市值，保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

二、从即日起6个月内，公司控股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承诺不

通过二级市场减持本公司股份。

三、鼓励公司控股股东或其一致行动人、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在本

公司股票出现大幅下跌时通过增持公司股票等方式稳定公司股价， 并承诺在

增持期间及增持后六个月的法定期限内不减持增持部分的公司股份。 督促并

及时披露控股股东天津赛象创业投资有限责任公司或其一致行动人于2015年

7月8日做出的通过证券公司、 基金公司定向资产管理等合法方式增持公司股

份承诺的实施情况。（详见2015年7月9日披露的《关于控股股东增持公司股份

计划的公告》）

四、公司将进一步提高信息披露透明度，真实、准确、完整、及时地披露公司

信息，为股东提供准确的投资决策依据；积极践行投资者关系管理，诚邀各类投

资者走进上市公司，了解上市公司，共同见证公司发展，增进对公司的认知。

五、公司将进一步加大技术研发、市场开拓和产业布局调整力度，在控股

广州井源AGV移动机器人公司、 参股廊坊智通机器人公司后又实现通过广州

井源公司注资瑞典ATEB移动机器人公司， 在成功签订首单轮胎领域AGV移

动机器人物流线的基础上深入推进自动化柔性AGV移动机器人物流技术在轮

胎制造领域的深度应用。 充分发挥出口德国汉诺威、印度等高等级轮胎成套生

产装备示范项目的推广作用， 在天津空客A320、 欧洲空客A350、 美国空客

A320项目的基础上继续深耕航空装备市场，不断加大国际市场开拓力度。

公司一如既往踏踏实实、诚信经营、规范运作，积极提升公司治理和管理

水平，完善公司内控制度，不断提高公司核心竞争力、盈利能力和全面风险管

理能力，为投资者谋求更大的投资回报。

六、公司坚定看好中国经济、看好资本市场及上市公司的发展前景，努力

树立良好的市场形象，维护资本市场的健康、稳定发展。

特此公告。

天津赛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7月11日

证券代码：

002382

证券简称：蓝帆医疗 公告编号：

2015－033

蓝帆医疗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实际控制人及部分董事、

高级管理人员增持公司股份计划

的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蓝帆医疗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蓝帆医疗” ） 于2015年7月10日收到

公司实际控制人李振平先生，董事长刘文静女士，董事、总经理、财务总监孙传志先生以及

董事、董事会秘书韩邦友先生增持股份计划的通知，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增持人

公司实际控制人李振平先生，董事长刘文静女士，董事、总经理、财务总监孙传志先生，

董事、董事会秘书韩邦友先生。

二、增持目的

基于对公司发展前景的信心以及对公司价值的认可，并看好国内资本市场长期投资的

价值，作为公司的实际控制人、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拟增持公司股份。

本次增持有利于增强投资者的信心，亦有利于公司长期稳健的发展和保护公司股东利

益。

三、增持计划

上述人员拟合计出资不超过1,500万元人民币增持本公司股份， 该增持计划将于公司

股票复牌之日起的六个月内实施完成。

四、增持方式

根据股票二级市场实际情况，在未来六个月内通过包括但不限于深圳证券交易所证券

交易系统竞价交易、二级市场、大宗交易等一种或多种方式增持本公司股票。

五、增持资金来源

自筹资金。

六、承诺事项

参与本次增持计划的实际控制人和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承诺：在增持期间及在增持完

成后6个月内不减持本公司股份。

七、其他说明

1、本次增持行为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所

持本公司股份及其变动管理规则》等法律、法规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

高级管理人员所持本公司股份及其变动管理业务指引》等的规定。

2、本次股份增持行为不会导致本公司股权分布不具备上市条件。

3、公司将持续关注上述人员后续增持本公司股份的相关情况，并依据相关规定及时履

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蓝帆医疗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七月十一日

证券代码：

002324

证券简称：普利特 编号：

2015-030

上海普利特复合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维护公司股价稳定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

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近期股票市场出现非理性下跌， 为提升市场信心， 稳定公司股

价，保护公司股东利益，公司将采取实际行动维护资本市场的稳定，

具体措施如下：

一、公司始终以成为“全球化优秀新材料公司” 为目标，坚持走

新材料“专精特”发展道路。 2015年初公司成功收购美国WPR公司，

进入到“再生、循环、可持续” 的环保材料领域，并将继续寻求包括欧

洲等目标区域在内的全球化发展；

二、公司将大力发展高性能特种聚合物（TLCP），继续实施并购

重组国内外工程聚合物和高性能特种聚合物领域领先企业的战略，

适时择机进入到包括航天、军工、医疗等高端材料应用领域；

三、公司实际控制人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承诺未来六个

月内不通过二级市场减持公司股票；

四、 公司已启动员工持股计划， 将尽快推动员工持股计划的实

施，并积极鼓励董监高和员工参与；

五、公司将进一步提升内部管理水平，扎扎实实推动公司业务发

展，增强企业核心竞争力，提高公司盈利能力，积极回报广大投资者；

六、本公司将持续提高公司信息披露质量，通过现场调研、电话、邮

件、“互动易”平台等途径，与广大投资者保持沟通，增进彼此之间的

了解与信任，做好投资者关系管理工作，切实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

特此公告。

上海普利特复合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7月10日

证券代码：

002215

证券简称：诺普信 公告编号：

2015-058

深圳诺普信农化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维护公司股价稳定方案的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

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深圳诺普信农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针对近期股票市场的

非理性波动和系统性风险， 同时基于对公司未来发展前景的信心以及对公司

价值的认可，为促进公司持续、稳定、健康发展和维护公司全体股东的利益，公

司、实际控制人及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拟采取以下措施，维护公司

股价稳定、树立良好的市场形象。

一、公司实际控制人及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积极增持公司股份以维护

公司股价稳定。 公司于2015年7月9日发布了《 关于公司实际控制人及董事、

高管股份增持计划的公告》（公告编号2015-057），公司实际控制人卢柏强先

生控制的企业深圳市融信南方投资有限公司及公司董事、 高级管理人员基于

对公司未来持续稳定发展的信心以及对公司价值的认可， 计划于近期根据中

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增持公司股份， 增持公司股份的金额

不低于1.03亿元。 同时，并承诺在增持期间及在增持完成后6个月内不转让本

次所增持公司股份。

二、公司将在法律法规允许的范围内，积极推动“公司实际控制人、董监高

人员增持” 、“公司回购” 、“员工持股计划” 、“股权激励” 等工作，以切实维护

市场稳定，增强投资者信心。

三、从即日起6个月内，公司实际控制人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承诺

不通过二级市场减持公司股份。

四、公司将强化信息披露，进一步提高信息披露的及时性和透明度。 通过

电话、投资者互动交流平台、实地调研等各种形式与投资者保持真诚沟通，增

进彼此间了解和信任，共同见证企业发展，让投资者实现真正意义上的价值投

资。

五、公司将一如既往踏踏实实、诚信经营、规范运作，切实提高企业发展质

量。抵御风险的能力来自于企业自身发展的内生动力。公司将积极提升公司治

理和管理水平，完善公司内控制度，不断提高公司核心竞争力、盈利能力和全

面风险管理能力，为投资者谋求更大的投资回报。

特此公告。

深圳诺普信农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五年七月十日

证券代码

:002521

证券简称

:

齐峰新材 公告编号：

2015-045

齐峰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股份增持计划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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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齐峰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5年7月11

日接到公司控股股东及一致行动人、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

人员的通知， 基于对目前市场形式的认识及对公司持续稳定发展的

信心，决心以实际行动维护资本市场稳定，积极响应中国证监会下发

的《关于上市公司大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增持本公司股

票相关事项的通知》精神，有意向增持公司股份，现将有关情况公告

如下：

一、增持人及增持计划

增持人：公司控股股东及一致行动人、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

管理人员。

增持计划：拟通过二级市场增持本公司股票。

二、其他说明

1、本次增持计划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

2、本次增持计划的参与人承诺：在增持期间及在增持完成后六

个月内不转让其所持有的公司股份。

3、 公司将持续关注相关增持人后续增持公司股份的相关情况，

并依据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齐峰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七月十一日

鑫元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旗下部分基金参加网上直销

系统苏宁易付宝支付渠道申购费

率优惠活动的公告

为答谢广大投资者的信任与支持，鑫元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为“本公司” ）决定自2015年7月13日15:00起，本公司旗下

部分基金参加网上直销系统苏宁易付宝支付渠道申购基金0费率的

优惠活动。 现将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 优惠活动时间

2015年7月13日15:00———2015年7月21日15:00（法定基金交

易日）。

二、 适用投资者

通过易付宝官网开立本公司直销账户并进行实名认证， 同时签

署本公司网上交易相关协议和易付宝相关协议后申购本公司下述基

金的投资者。

三、 适用基金范围

1、鑫元稳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000655）

2、鑫元鸿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000694）

四、 费率优惠内容

2015年7月13日15:00———2015年7月21日15:00， 投资者通过

易付宝官网平台申购（不含定期申购）前端收费模式的基金，申购费

率享受0费率。本优惠活动仅适用于上述正常申购期的基金产品的前

端收费模式的申购手续费， 不包括基金定期定额投资业务及基金转

换业务等其他业务的基金手续费。

2015年7月21日15:00后，申购费率恢复7.5折优惠，如优惠后费率

低于或等于0.45%，则按照0.45%执行；原申购费率低于或等于0.45%，

或适用固定费用的，则按原费率执行，不再享有费率折扣优惠。

在今后的业务开展过程中，本公司可对上述优惠费率进行调整，

并将依据相关法规的要求进行公告，敬请投资者留意。

五、 咨询办法

1、鑫元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400-606-6188（免长途话费）

网站：www.xyamc.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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运用基金财产，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本公司提

醒投资者在投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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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此公告。

鑫元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5年7月11日

中融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旗下部分基金调整停牌股票

估值方法的公告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进一步规范证券投资基金估值业务的指导意见》（中

国证监会公告【2008】第38号）、中国证券业协会基金估值工作小组《关于停牌股

票估值的参考方法》以及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关于发布中基协（AMAC）

基金行业股票估值指数的通知》（中基协发【2013】第13号）的有关规定，经中融

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与托管人协商一致，决定于2015年7月9

日起对本公司旗下基金所持有的“电广传媒（股票代码000917）” 、“恒顺众晟

（股票代码300208）” 、“平高电气（股票代码600312）” 、“河北钢铁（股票代码

000709）” 、“久立特材（股票代码002318）” 、“酒钢宏兴（股票代码600307）”

采用“指数收益法” 进行估值，并采用中基协AMAC行业指数作为计算依据。

在上述股票复牌且其交易体现了活跃市场交易特征后， 恢复按市场价格

进行估值，届时不再另行公告。

特此公告。

中融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5年7月11日

中融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旗下部分基金调整停牌股票

估值方法的公告

根据中国证监会 《关于进一步规范证券投资基金估值业务的指导意见》

（中国证监会公告【2008】第38号）、中国证券业协会基金估值工作小组《关于停

牌股票估值的参考方法》 以及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 《关于发布中基协

（AMAC）基金行业股票估值指数的通知》（中基协发【2013】第13号）的有关规

定，经中融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与托管人协商一致，决定于

2015年7月10日起对本公司旗下基金所持有的“冠农股份（股票代码600251）”

采用“指数收益法”进行估值，并采用中基协AMAC行业指数作为计算依据。

在上述股票复牌且其交易体现了活跃市场交易特征后， 恢复按市场价格

进行估值，届时不再另行公告。

特此公告。

中融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5年7月11日

中融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旗下部分基金调整停牌股票

估值方法的公告

根据中国证监会 《关于进一步规范证券投资基金估值业务的指导意见》

（中国证监会公告【2008】第38号）、中国证券业协会基金估值工作小组《关

于停牌股票估值的参考方法》以及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关于发布中基

协（AMAC）基金行业股票估值指数的通知》（中基协发【2013】第13号）的

有关规定，经中融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与托管人协商一

致，决定于2015年7月10日起对本公司旗下基金所持有的“新大洲A（股票代

码000571）” 、“永泰能源（股票代码600157）” 采用“指数收益法” 进行估

值，并采用中基协AMAC行业指数作为计算依据。

在上述股票复牌且其交易体现了活跃市场交易特征后， 恢复按市场价格

进行估值，届时不再另行公告。

特此公告。

中融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5年7月11日

证券代码：

002629

证券简称：仁智油服 公告编号：

2015-036

四川仁智油田技术服务股份有限

公司关于维护公司股价稳定方案

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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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面对近期证券市场的波动， 为了稳定市场预期， 增强投资者信

心，促进市场尽快恢复健康平稳状态，维护四川仁智油田技术服务股

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股价稳定和公司全体股东的利益，

公司拟采取以下措施， 为推动资本市场稳定健康发展作出自己的一

份力量。

1、公司已积极参与四川省上市公司协会以及中国证券报发起的

《关于共同维护证券市场持续稳定发展的倡议》，将持续提高公司信

息披露质量，积极践行投资者关系管理，切实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

并立足长远扎实做好实业发展，努力强化企业核心竞争力，充分利用

改革机遇，发挥资本市场功能，以真实稳定的业绩回报广大股东。

2、公司控股股东及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承诺：自2015年7

月10日起六个月内不通过二级市场减持所持的本公司股份。

3、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积极增持本公司股份

该增持计划是过去六个月内减持过本公司股票的部分董事、监

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将于2015年7月10日起六个月内实施完成对本

公司股份的增持，增持金额不低于过去六个月累计减持金额的10%，

增持明细如下：

公司董事长汪建军先生拟增持公司股票不低于89万元人民币；

董事兼总裁张军先生拟增持公司股票不低于25万元人民币； 董事兼

副总裁王浩先生拟增持公司股票不低于26万元人民币； 董事兼副总

裁杨燎先生拟增持公司股票不低于28万元人民币； 董事兼财务总监

李远恩先生拟增持公司股票不低于86万元人民币； 监事会主席熊海

河先生拟增持公司股票不低于9万元人民币；副总裁兼董事会秘书冯

嫔女士拟增持公司股票不低于39万元人民币；

增持方式：通过证券公司、基金管理公司定向资产管理等方式择

机增持本公司股票。

本次公司董事、 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增持本公司股票属于管理

层个人行为，增持所需资金均由个人自筹取得。

本次增持行为不会导致公司股权分布不具备上市条件。 公司将

根据中国证监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对公司董事、监事及

高级管理人员增持公司的股票进行管理， 并督促公司高级管理人员

严格按照有关规定买卖公司股票。

4、本公司将持续提高公司信息披露质量，积极践行投资者关系

管理，增进彼此之间的了解与信任，切实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

5、进一步建立健全投资者回报长效机制，依法依规维护公司股

价稳定，不断提高投资者回报水平，加强投资者对公司的认知，共同

见证公司发展；公司将在 2015�年半年度报告披露后，同时结合半年

报业绩召开网上说明会，维护好上市公司形象，努力提振市场信心。

展望未来，公司将以实际行动坚定股东信心，共同维护证券市场

的长期健康稳定发展。

特此公告。

四川仁智油田技术服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7月10日

信达澳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旗下基金调整长期停牌股票

估值方法的提示性公告

根据《关于进一步规范证券投资基金估值业务的指导意见》（证

监会公告[2008]38号）、《关于发布中基协（AMAC）基金行业股票

估值指数的通知》(�中基协发[2013]�第 13�号)、中国证券业协会基

金估值工作小组《关于停牌股票估值的参考方法》的相关规定和基

金合同的约定， 经与托管行协商一致， 我公司决定自2015年7月9日

起，以中基协AMAC行业指数为计算依据，对旗下基金持有的中泰桥

梁（证券代码：002659）采用“指数收益法” 进行估值。

本公司将综合参考各项相关影响因素并与托管行协商， 自上述

股票复牌且其交易体现了活跃市场交易特征后， 恢复按市价估值法

进行估值，届时不再另行公告。 敬请投资者关注。

特此公告。

信达澳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5年7月11日

信达澳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旗下基金调整长期停牌股票

估值方法的提示性公告

根据《关于进一步规范证券投资基金估值业务的指导意见》（证

监会公告[2008]38号）、《关于发布中基协（AMAC）基金行业股票

估值指数的通知》(�中基协发[2013]�第 13�号)、中国证券业协会基

金估值工作小组《关于停牌股票估值的参考方法》的相关规定和基

金合同的约定，经与托管行协商一致，我公司决定自2015年7月10日

起，以中基协AMAC行业指数为计算依据，对旗下基金持有的宝鹰股

份（证券代码：002047）、千红制药（证券代码：002550）、华孚色纺

（证券代码：002042）、圣农发展（证券代码：002299）、福日电子（证

券代码：600203）、赢合科技（证券代码：300457）、光明乳业（证券

代码：600597）采用“指数收益法” 进行估值。

本公司将综合参考各项相关影响因素并与托管行协商， 自上述

股票复牌且其交易体现了活跃市场交易特征后， 恢复按市价估值法

进行估值，届时不再另行公告。 敬请投资者关注。

特此公告。

信达澳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5年7月11日

浦银安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调整长期停牌股票估值方法

的公告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进一步规范证券投资基金

估值业务的指导意见》（证监会公告[2008]38号）以及浦银安盛基金

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关于长期停牌股票的估值政策

和程序的相关规定，经与相关托管银行商定，本公司决定自2015年7

月10日起对旗下八只基金持有的长期停牌股票国际医学 （股票代

码：000516）、隆基机械（股票代码：002363）、金固股份（股票代码：

002488）、润达医疗（股票代码：603108）、美亚柏科（股票代码：

300188）采用指数收益法进行估值。

本基金管理人将在该股票复牌且其交易体现活跃市场交易特征

后，对其恢复收盘价估值， 届时不再另行公告。

特此公告。

浦银安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5年7月11日

关于浦银安盛盛世精选灵活配置混

合型证券投资基金恢复大额申购、

转换转入、定期定额投资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

2015

年

7

月

13

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浦银安盛盛世精选灵活配置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浦银安盛盛世精选混合

基金主代码

519127

基金管理人名称 浦银安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证 券 投 资 基 金

法

》、《

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

管理办法

》、《

浦银安盛盛世精选灵

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

同

》、《

浦银安盛盛世精选灵活配置

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

》

等相关规定

。

恢复相关业务的起始

日

、

金额及原因说明

恢复大额申购起始日

2015

年

7

月

13

日

恢复大额转换转入起始日

2015

年

7

月

13

日

恢复定期定额投资起始日

2015

年

7

月

13

日

恢复大额申购

（

转换转入

、

定期定额

投资

）

的原因说明

为满足投资人需求

，

保证基金的平

稳运作

，

保护基金持有人利益

。

注：为满足广大投资者的投资需求，浦银安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本公司"）决定，自2015年7月13日起取消浦银安盛盛世

精选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单日单个基金账户单笔或多笔累

计申购、转换转入、定期定额投资金额超过100万元（不含）的限制。

2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1）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详情：

浦银安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中心电话：400-8828-999或021-3307-9999

网址：www.py-axa.com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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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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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

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投资人应当充分了解定期定额投资和零存整取等储蓄方式的区

别。定期定额投资是引导投资人进行长期投资、平均投资成本的一种

简单易行的投资方式。 但是定期定额投资并不能规避基金投资所固

有的风险，不能保证投资者获得收益，也不是替代储蓄的等效理财方

式。

特此公告。

浦银安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5年7月13日

关于浦银安盛战略新兴产业混合

型证券投资基金恢复大额申购、转

换转入、定期定额投资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

2015

年

7

月

13

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浦银安盛战略新兴产业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浦银安盛新兴产业混合

基金主代码

519120

基金管理人名称 浦银安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证 券 投 资 基 金

法

》、《

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

管理办法

》、《

浦银安盛战略新兴产

业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

》、

《

浦银安盛战略新兴产业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

》

等相关规

定

。

恢复相关业务的起始

日

、

金额及原因说明

恢复大额申购起始日

2015

年

7

月

13

日

恢复大额转换转入起始日

2015

年

7

月

13

日

恢复定期定额投资起始日

2015

年

7

月

13

日

恢复大额申购

（

转换转入

、

定期定额

投资

）

的原因说明

为满足投资人需求

，

保证基金的平

稳运作

，

保护基金持有人利益

。

注：为满足广大投资者的投资需求，浦银安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本公司"）决定，自2015年7月13日起取消浦银安盛战略

新兴产业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单日单个基金账户单笔或多笔累计申

购、转换转入、定期定额投资金额超过100万元（不含）的限制。

2 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1）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详情：

浦银安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中心电话：400-8828-999或021-3307-9999

网址：www.py-axa.com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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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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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

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投资人应当充分了解定期定额投资和零存整取等储蓄方式的区

别。定期定额投资是引导投资人进行长期投资、平均投资成本的一种

简单易行的投资方式。 但是定期定额投资并不能规避基金投资所固

有的风险，不能保证投资者获得收益，也不是替代储蓄的等效理财方

式。

特此公告。

浦银安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5年7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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