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平安大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旗下基金估值调整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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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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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相关规定， 平安大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本公

司” ）经与相关基金托管人协商一致，自2015年7月10日起，本公司以AMAC

行业指数作为计算依据，对旗下下列基金持有的相关股票采用“指数收益法”

进行估值调整：

股票代码 股票名称 调整组合

300262

巴安水务 平安大华策略先锋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本公司将综合参考各项相关影响因素并与基金托管人协商， 自上述相关

股票复牌且其交易体现了活跃市场交易特征后， 恢复按市价估值方法进行估

值,届时不再另行公告。

特此公告。

平安大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5-7-11

摩根士丹利华鑫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旗下基金调整所持有新增停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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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公告［200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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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本公司对停牌股票的估值政策和程序，经与相关托

管银行协商一致，自2015年7月10日起，摩根士丹利华鑫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旗

下基金采用“指数收益法” 对现所持有的2015年7月10日新增停牌股票进行

估值。 对于日后新增的停牌股票涉及估值调整的，本公司将另行公告。

本公司将综合参考各项相关影响因素并与基金托管人协商，自上述相关

股票当日收盘价能反映其公允价值之日起，对其恢复按交易所收盘价进行估

值。 届时不再另行公告。

特此公告。

摩根士丹利华鑫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一五年七月十一日

中海基金关于旗下基金持有的股

票停牌后估值方法变更的提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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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证监会公告[2008]38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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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号）的原则和有关要求，中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

司” ）与基金托管人商定，决定对本公司旗下基金持有的“荣之联”（证券代

码：002642）、 “刚泰控股”（证券代码：600687）、 “华业资本”（证券代

码：600240）以及“中茵股份”（证券代码：600745）股票进行估值调整，自

2015年7月10日起按指数收益法进行估值。

本公司旗下基金持有的以上股票均采用上述估值方法直至该停牌股票

恢复正常交易，届时将不再另行公告。 敬请投资者留意。

特此公告。

中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5年7月11日

泰达宏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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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使持有长期停牌股票的基金估

值更加公平、合理，更好的维护持有人利益，经与托管银行协商一致，本公司决

定自2015年7月10日起对旗下基金所持有的亚太股份（股票代码：002284）、

佛慈制药（股票代码：002644）、信雅达（股票代码：600571）、永贵电器（股

票代码：300351）、航天信息（股票代码：600271）采用“指数收益法” 予以估

值。在上述股票复牌且其交易体现了活跃市场交易特征后，按市场价格进行估

值，届时不再另行公告。 敬请投资者予以关注。

特此公告。

泰达宏利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5年7月11日

天弘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旗下

基金所持“网宿科技 ”、“天邦股

份”、“民和股份”和“深圳机场”估

值方法调整的提示性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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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监会公告[200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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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要求，天弘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本公司” ）经与基金托管人协商一致，决定自2015年7月10日起，

对停牌股票网宿科技(证券代码:� 300017)、天邦股份 (证券代码:

002124)、民和股份 (证券代码:002234)和深圳机场 (证券代码:

000089)，旗下基金采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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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将综合参考各项相关影响因素并与基金托管人协商，自

上述股票复牌且其交易体现活跃市场交易特征后，将恢复为采用当

日收盘价格进行估值，届时将不再另行公告。

投资者如有疑问可登陆我公司官方网站（www.thfund.com.

cn）或拨打我公司客户服务热线（400-710-9999）进行详细咨询。

特此公告。

天弘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一五年七月十一日

农银汇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旗

下基金资产估值方法调整的公告

依据中国证监会《关于进一步规范证券投资基金估值业务的指

导意见》（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公告［2008］38号）的有关规

定和《关于发布中基协（AMAC）基金行业股票估值指数的通知》

的指导意见，经与基金托管人协商一致，农银汇理基金管理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本基金管理人” ）对旗下部分基金所持有以下停牌股

票自2015年7月10日起按照指数收益法进行估值。 待以下股票的交

易体现活跃市场交易特征后将恢复按市价估值方法进行估值，届时

不再另行公告。 若未来市场环境发生变化，本基金管理人也可采用

其他合理的估值方法进行估值。

股票代码 股票名称

300244

迪安诊断

600271

航天信息

300017

网宿科技

300397

天和防务

002666

德联集团

600572

康恩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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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基金

的过往业绩并不代表其将来表现。 投资有风险，敬请投资者认真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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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农银汇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一五年七月十一日

中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旗下

部分基金估值方法变更的提示性

公告

中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旗下部分基金

所持有的股票大华股份(证券代码：002236)、汉得信息(证券代码：

300170)、 航天信息 (证券代码：600271)、 捷成股份 (证券代码：

300182)、捷顺科技(证券代码：002609)、康恩贝(证券代码：600572)、

科大智能(证券代码：300222)、丽珠集团(证券代码：000513)、隆基机

械(证券代码：002363)、神州信息(证券代码：000555)、新文化(证券

代码：300336)和信雅达(证券代码：600571)分别于2015年7月8日、

2015年7月8日、2015年7月9日、2015年7月8日、2015年7月8日、

2015年7月8日、2015年7月8日、2015年7月9日、2015年7月8日、

2015年7月8日、2015年7月9日和2015年7月8日起停牌。

根据中国证监会2008年9月12日下发的[2008]38号文《关于进

一步规范证券投资基金估值业务的指导意见》、 中国证券业协会基

金估值工作小组下发的《关于停牌股票估值的参考方法》及本公司

长期停牌股票的估值政策和程序，经与托管行协商一致，本公司决

定自2015年7月10日起，对旗下基金（ETF基金除外）所持有的该股

票的估值进行调整，采用“指数收益法”进行估值。

待该股票复牌且其交易体现了活跃市场交易特征后，本公司将恢

复按市价估值方法进行估值，届时不再另行公告。 敬请投资者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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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金的过

往业绩并不预示其未来表现，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投资者应

当认真阅读拟投资基金的基金合同、 最新的招募说明书等法律文

件，了解所投资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并根据自身投资目的、投资期

限、投资经验、资产状况等判断基金是否和投资者的风险承受能力

相匹配。

特此公告

中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5年7月11日

融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公司

旗下基金所持有的

停牌股票估值方法调整的公告

尊敬的基金投资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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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公告[2008]38号）的规定，经与

托管银行协商，我公司决定自2015年7月10日起，对旗下基金所持有

的停牌股票 “丹甫股份”（股票代码：002366）、 “泰禾集团”（股

票代码：000732）、“民和股份”（股票代码：002234）、 “鼎捷软

件”（股票代码：300378）、“华兰生物”（股票代码：002007）、

“片仔癀 ”（股票代码：600436）、“迪安诊断 ”（股票代码：

300244）用“指数收益法” 进行估值，其中所用指数为中基协基金

行业股票估值指数（简称“AMAC行业指数” ）。

本公司将综合参考各项相关影响因素并与基金托管人协商，自

上述股票恢复交易并收盘价能反映其公允价值之日起，对其恢复按

交易所收盘价进行估值。 届时不再另行公告。

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

融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站：www.rtfund.com

客户服务电话：0755-26948088、40088380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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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金的过

往业绩并不预示其未来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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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注意投资风

险。

融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一五年七月十一日

银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旗下部分基金持有的海康威

视、亿帆鑫富、东华软件、光明乳

业、农发种业、综艺股份、永泰能

源、丹甫股份、老板电器、海利得估

值方法调整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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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38号文)等相关规定，经与基金托管人协商一致，银

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决定自2015年7月10日

起，对本公司旗下部分基金持有的停牌股票海康威视（代码002415)�

、亿帆鑫富（代码002019)�东华软件（代码002065)� 、光明乳业（代

码600597)、农发种业（代码600313)、综艺股份（代码600770)� 、永

泰能源（代码600157)� 、丹甫股份（代码002366)� 、老板电器（代码

002508)、海利得（代码002206)采用“指数收益法”进行估值。 上述

股票复牌后，本公司将综合参考各项相关影响因素并与基金托管人

协商后确定对该股票恢复按市价估值法进行估值，届时不再另行公

告。 @

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了解或咨询详情

1、本公司网址：http://www.yhfund.com.cn。

2、本公司客户服务电话：010-85186558,� 4006783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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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敬请投资者留意

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银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5年7月11日

关于汇丰晋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旗下基金持有的停牌股票采用指

数收益法进行估值的提示性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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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证监会公告[2008]38号）以及中国证券业协会《关于发布中证协（SAC）基

金行业股票估值指数的通知》（中证协发[2009]97号）的有关规定，经与托管

行协商一致， 汇丰晋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自2015年7月10日起对旗下基金所

持有的停牌证券丹甫股份 （证券代码：002366）、 天奇股份 （证券代码：

002009）、棕榈园林（证券代码：002431）、新文化（证券代码：300336）、神

州信息（证券代码：000555）、华宇软件（证券代码：300271）、天华院（证券

代码：600579）、三全食品（证券代码：002216）采用“指数收益法” 进行估

值。在上述停牌证券复牌且其交易体现活跃市场交易特征后，本公司将恢复按

市价估值方法进行估值，届时不再另行公告。

本公司旗下开放式基金将严格按照《企业会计准则》、《关于进一步规范

证券投资基金估值业务的指导意见》、 中国证监会相关规定和基金合同中关

于估值的约定对基金所持有的投资品种进行估值。 投资者可登录本公司网站

（www.hsbcjt.cn）或拨打本公司客户服务电话(021-20376888)了解基金份

额净值变动情况。

特此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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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不保证本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基金的过往业绩及其

净值高低并不预示其未来业绩表现， 基金管理人管理的其他基金的业绩不构

成对新基金业绩表现的保证。投资有风险，敬请投资者在投资基金前认真阅读

《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基金法律文件，了解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并

根据自身的风险承受能力选择适合自己的基金产品。 基金管理人提醒投资人

基金投资的“买者自负” 原则，在做出投资决策后，基金运营状况与基金净值

变化引致的投资风险， 由投资人自行负担。 敬请投资人在购买基金前认真考

虑、谨慎决策。

汇丰晋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5年7月11日

关于万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旗下

部分基金开展赎回费率优惠活动

的公告

为更好地向投资者提供投资理财服务，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和基金合同有关基金赎回

费率调整的规定，万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决定对通过本公司直销

中心及网上直销交易平台交易账户持有万家双引擎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万家

瑞丰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万家新利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并通过

上述渠道申请赎回的投资者进行赎回费率优惠。 具体安排如下：

一、适用基金

适用基金为万家瑞丰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基金代码：001488）、万家

双引擎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519183）、万家新利灵活配置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519191）

二、适用渠道

直销机构：

万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直销中心及网上交易平台

住所：上海市浦东新区浦电路360号8层（名义楼层9层）

法定代表人：毕玉国

客户服务电话：95538转6� 、400-888-0800（免长途话费）

传真：（021）38909798

联系人：李忆莎

联系电话：（021）38909777

网址：https://www.wjasset.com/

三、优惠时间

自2015年7月13日起开展本次费率优惠活动, 本次费率优惠活动结束时间以本公司

另行公告为准。

四、费率优惠情况

优惠活动期间， 凡通过本公司直销中心及网上直销交易平台申请赎回万家瑞丰灵活

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基金代码：001488）的投资者，在赎回时，赎回费享有如下

优惠：

持有时间

（

N

）

优惠赎回费率

N<7

天

1.5%

7

天

≤N<30

天

0.75%

30

天

≤N<90

天

0.375%

90

天

≤N<180

天

0.25%

N≥180

天

0

优惠活动期间， 凡通过本公司直销中心及网上直销交易平台申请赎回万家双引擎灵

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519183）、万家新利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

金（基金代码：519191）的投资者，在赎回时，赎回费享有如下优惠：

持有时间

（

N

）

优惠赎回费率

N<7

天

1.5%

7

天

≤N<30

天

0.75%

30

天

≤N<90

天

0.375%

90

天

≤N<180

天

0.25%

180

天

≤N<730

天

0.0625%

N≥730

天

0

优惠后的赎回费将100%归入基金资产，此次费率优惠不会对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造

成不利影响。 本次活动只适用于通过本公司直销中心及网上直销交易平台赎回的投资者，

不适用于基金份额的转换转出业务。

五、重要提示

1、本公告的最终解释权归万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所有。

2、根据《基金合同》的约定，本次调整赎回费率属于“在法律法规和《基金合同》规定

的范围内调整?本基金的申购费率、调低赎回费” 的情形，不需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

3、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详情：

万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95538转6� 、400-888-0800（免长途话费）

网址：www.wjasset.com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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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金的过往业绩及净值高低并不预示其未来业绩表现，投资

有风险，投资人在投资本公司旗下基金前请仔细阅读基金的相关基金合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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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万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5年7月11日

万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旗下

基金持有的“亚宝药业、大冷股份、

海康威视”股票估值方法变更的

提示性公告

根据“亚宝药业”（股票代码600351）发布的停牌公告，该股票自 2015年07月09日

起停牌；根据“大冷股份”（股票代码000530）发布的停牌公告，该股票自 2015年07月09

日起停牌；根据“海康威视”（股票代码002415）发布的停牌公告，该股票自 2015年07月

09日起停牌。依据中国证监会[2008]38号《关于进一步规范证券投资基金估值业务的指导

意见》的规定，经与相关基金托管行协商一致，本公司决定于2015年07月10日起对旗下基

金所持有的“亚宝药业、大冷股份、海康威视” 股票采用“指数收益法” 进行估值。 待股票

复牌交易并且体现出活跃市场交易特征后，将恢复为采用当日收盘价格进行估值，届时将

不再另行公告。

本公司将严格按照《企业会计准则》、中国证监会的相关规定及基金合同中关于估值

的约定对基金所持有的投资品种进行估值，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特此公告。

万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5年07月11日

关于限制招商丰泽灵活配置混合

型证券投资基金申购、定期定额投

资及转换转入业务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

2015

年

7

月

11

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招商丰泽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

基金简称 招商丰泽灵活配置混合基金

基金主代码

001427

基金管理人名称 招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法律法规及

《

招商丰泽灵活配置混合

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

》、《

招商丰

泽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招

募说明书

》

的相关规定

限制 相关 业务 的 起

始日

限制申购起始日

2015

年

7

月

13

日

限制转换转入起始日

2015

年

7

月

13

日

限制定期定额投资起始日

2015

年

7

月

13

日

下属分级基金的基金简称 招商丰泽混合

A

招商丰泽混合

C

下属分级基金的交易代码

001427 001446

该分级基金是否限制申购

、

转换转入

、

定期定额投资 是 是

注：-

2�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招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决定自2015年7月13日起限制招商丰泽灵活配置

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本基金” ）的申购、定期定额投资及转换转

入业务，投资者提交的上述基金交易，本基金有权部分或全部拒绝。

在上述期间的交易日，本基金作为转出方的转换业务、赎回业务仍照常

办理。 本基金恢复正常申购、定期定额投资及转换转入业务的具体时间将另

行公告。

本基金如有疑问，请拨打客户服务热线：400-887-9555（免长话费），或

登陆网站www.cmfchina.com获取相关信息。

特此公告。

招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5年7月11日

招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旗下基金估值变更的公告

招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我公司” ）旗下基金所持有的西安

饮食（000721）、百润股份（002568）、神州信息（000555）、网宿科技

(300017)、光明乳业（600597）、今世缘（603369）和柳州医药（603368）分

别于2015年7月8日、2015年7月9日、2015年7月8日、2015年7月7日、2015年7

月9日、2015年7月8日和2015年7月8日起停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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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008]38号）和基金合同的相关约定，本公司经与基金托管

人、会计师事务所协商一致，决定自2015年7月10日起，对旗下证券投资基金

（除上证消费8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和深证电子信息传媒产业

(TMT)5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外）所持有的上述股票采用“指数

收益法” 进行估值。 同时，对上证消费8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

接基金持有的上证消费8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和深证电子信息

传媒产业 (TMT)5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持有的深证电

子信息传媒产业(TMT)5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在当日份额净值

的基础上考虑上述股票的调整因素进行估值。

待上述股票复牌且其交易体现了活跃市场交易特征后，将恢复按市价估

值方法进行估值。 同时，对上证消费8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接

基金持有的上证消费8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及深证电子信息传

媒产业 (TMT)5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持有的深证电子

信息传媒产业 (TMT)5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恢复按估值日的份

额净值进行估值，届时不再另行公告。 敬请投资者予以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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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资者投资于本公司管理的基金

时应认真阅读基金合同和招募说明书。

特此公告并提示。

招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5年7月11日

交银施罗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

于旗下基金所持停牌股票估值调

整的公告

依据中国证监会《关于进一步规范证券投资基金估值业务的指

导意见》（证监会公告[2008]38号）的有关规定和《关于发布中基协

（AMAC）基金行业股票估值指数的通知》的指导意见，经与各基

金托管人协商一致，交银施罗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基

金管理人” ）旗下管理的基金（不包括ETF基金）对所持有的下列股

票自2015年7月10日起按照指数收益法进行估值。

股票代码 股票名称 股票代码 股票名称

000530

大冷股份

002390

信邦制药

000961

中南建设

300166

东方国信

002236

大华股份

300262

巴安水务

上述股票的交易体现活跃市场交易特征后，将恢复为采用当日

收盘价格进行估值。 若未来市场环境发生变化，本基金管理人也可

采用其他合理的估值方法进行估值。

如有疑问, 请拨打客户服务热线：400-700-5000 （免长途话

费），021-61055000, 或登陆本基金管理人网站www.fund001.

com，www.bocomschroder.com获取相关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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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基金

的过往业绩并不代表其将来表现。 投资有风险，敬请投资者认真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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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交银施罗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一五年七月十一日

交银施罗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

于旗下基金所持停牌股票估值调

整的公告

依据中国证监会《关于进一步规范证券投资基金估值业务的指

导意见》（证监会公告[2008]38号）的有关规定和《关于发布中基协

（AMAC）基金行业股票估值指数的通知》的指导意见，经与各基

金托管人协商一致，交银施罗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基

金管理人” ）旗下管理的基金（不包括ETF基金）对所持有的下列股

票自2015年7月9日起按照指数收益法进行估值。

股票代码 股票名称

002043

兔 宝 宝

002568

百润股份

000716

黑芝麻

上述股票的交易体现活跃市场交易特征后，将恢复为采用当日

收盘价格进行估值。 若未来市场环境发生变化，本基金管理人也可

采用其他合理的估值方法进行估值。

如有疑问, 请拨打客户服务热线：400-700-5000 （免长途话

费），021-61055000, 或登陆本基金管理人网站www.fund001.

com，www.bocomschroder.com获取相关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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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基金

的过往业绩并不代表其将来表现。 投资有风险，敬请投资者认真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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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交银施罗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一五年七月十一日

交银施罗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

于交银施罗德定期支付双息平衡

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经理变

更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

2015

年

7

月

11

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交银施罗德定期支付双息平衡混合型证券投资基

金

基金简称 交银定期支付双息平衡混合

基金主代码

519732

基金管理人名称 交银施罗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

基金管理公司投资管理人员管理指导意见

》、《

证

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

等

基金经理变更类型 解聘基金经理

共同管理本基金的其他基金经理姓名 李德亮

离任基金经理姓名 张迎军

2�离任基金经理的相关信息

离任基金经理姓名 张迎军

离任原因 个人原因

离任日期

2015

年

7

月

11

日

转任本公司其他工作岗位的说明 否

是否已按规定在中国基金业协会办理注

销手续

是

3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因工作需要， 经交银施罗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领导办公会审议

通过， 张迎军先生不再担任交银施罗德定期支付双息平衡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基金经理。 交银施罗德定期支付双息平衡混合型证券投

资基金由李德亮先生单独管理。 上述事项已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

协会完成注销手续，并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海监管局备案。

交银施罗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

于交银施罗德蓝筹股票证券投资

基金基金经理变更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

2015

年

7

月

11

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交银施罗德蓝筹股票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交银蓝筹股票

基金主代码

519694

基金前端交易代码

519694

基金后端交易代码

519695

基金管理人名称 交银施罗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

基金管理公司投资管理人员管理指导意见

》、《

证

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

等

基金经理变更类型 解聘基金经理

共同管理本基金的其他基金经理姓名

李德亮

陈孜铎

离任基金经理姓名 张迎军

2�离任基金经理的相关信息

离任基金经理姓名 张迎军

离任原因 个人原因

离任日期

2015

年

7

月

11

日

转任本公司其他工作岗位的说明 否

是否已按规定在中国基金业协会办理注

销手续

是

3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因工作需要， 经交银施罗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领导办公会审议

通过， 张迎军先生不再担任交银施罗德蓝筹股票证券投资基金基金

经理。 交银施罗德蓝筹股票证券投资基金由李德亮先生和陈孜铎先

生共同管理。上述事项已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完成注销手续，

并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海监管局备案。

交银施罗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

于交银施罗德优势行业灵活配置

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经理变

更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

2015

年

7

月

11

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交银施罗德优势行业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

金

基金简称 交银优势行业混合

基金主代码

519697

基金管理人名称 交银施罗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

基金管理公司投资管理人员管理指导意见

》、《

证

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

等

基金经理变更类型 解聘基金经理

共同管理本基金的其他基金经理姓名 何帅

离任基金经理姓名 张迎军

2�离任基金经理的相关信息

离任基金经理姓名 张迎军

离任原因 个人原因

离任日期

2015

年

7

月

11

日

转任本公司其他工作岗位的说明 否

是否已按规定在中国基金业协会办理注

销手续

是

3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因工作需要， 经交银施罗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领导办公会审议

通过， 张迎军先生不再担任交银施罗德优势行业灵活配置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基金经理。 交银施罗德优势行业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

资基金由何帅先生单独管理。 上述事项已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

会完成注销手续，并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海监管局备案。

信息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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