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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代码：

600727

股票简称：鲁北化工 编号：临

2015-042

山东鲁北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

10

月份溴素生产经营数据

公告

特别提示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成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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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鲁北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因本地公安部门加强对溴素产品的管制，须按月

报送溴素产品的生产经营数据。 根据相关规定，现将公司2015年10月份溴素生产经营数据披露如下：

单位：吨

10月份产量 1－10月份产量合计 10月份销量 1－10月份销量合计 截止10月底库存

144.94 1718.08 154.80 1639.66 106.86

特此公告。

山东鲁北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五年十一月二日

证券代码：

A

股

600695

证券简称：

A

股 绿庭投资 �编号：临

2015-049

B

股

900919 B

股 绿庭

B

股

上海绿庭投资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公司部分境内上市外资股（

B

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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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绿庭投资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5年8月7日召开了2015年度第一

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公司部分境内上市外资股（B�股）股份的议案》，2015年9月

19日披露了《上海绿庭投资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回购部分境内上市外资股（B股）股份报告书》，并

于2015年9月30日首次实施了回购。 上述内容均刊登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大公报》及

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

根据相关规定，现将公司回购股份进展情况公告如下：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回购B股股份数量共计

2,067,9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0.29％，购买最高价为0.632美元/股，最低价为0.568美元/股，支

付总金额为126.73万美元（含佣金等）。

特此公告。

上海绿庭投资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11月3日

证券代码：

600233

证券简称：大杨创世 公告编号：临

2015-28

大连大杨创世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完成股票购买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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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年7月29日，大连大杨创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杨创世"或“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六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等相关议案，并经2015年9月10日召开

的201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次员工持股计划具体内容详见2015年7月31日刊登在《上海

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上的相关

公告内容。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上市公司实施员工持股计划试点的指导意见》和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

员工持股计划信息披露工作指引》的相关要求，现将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实施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公司委托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设立“平安证券-大杨创世1号定向资产管理计划” ，通过二级市场

购买等法律法规许可的方式取得并持有公司股票， 该计划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登记的股东名

称为“大连大杨创世股份有限公司－第1期员工持股计划” 。

截止2015年11月2日，本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的管理人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公司通过上海证

券交易所证券交易系统完成股票购买，成交均价15.79元/股，合计购买数量6,330,994.00股，占公司总

股本的比例为3.84%，成交金额99,947,870.26元。根据《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

规定，该计划所购买的股票锁定期为自本公告之日2015年11月3日起18个月。

公司将持续关注员工持股计划的实施进展情况， 并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

露义务。

特此公告。

大连大杨创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11月3日

证券代码：

002129

证券简称：中环股份 公告编号：

2015-110

天津中环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若尔盖县卓坤

20MW

光伏电

站项目并网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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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津中环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子公司阿坝州若尔盖环聚生态能源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若尔盖环聚” ）投资建设的若尔盖县卓坤20MW光伏电站项目启动投运，目前电站机组

顺利并网发电。

该项目的相关情况，详见公司刊载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

com.cn）的《关于子公司投资组建项目公司的公告》（公告编号：2014-44）及《关于子公司收到光伏

电站项目备案通知的公告》（公告编号：2014-85）。

公司将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等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

文件和深圳证券交易所有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天津中环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11月2日

证券代码：

603030

证券简称：全筑股份 公告编号：临

2015-083

上海全筑建筑装饰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关于公司被拟认定为高新技

术企业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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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国家科技部、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颁布的《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办法》（国科发火[2008]

172号）、《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工作指引》（国科发火 [2008]362号）、《关于高新技术企业更名和

复审等有关事项的通知》（国科火字（2011）123号）和《上海市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实施办法》

（沪科合（2008）第025号）的有关规定，上海全筑建筑装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被

拟认定为高新技术企业。 关于《公示2015年上海市第二批拟认定高新技术企业名单的通知》可详见上

海市科学技术委员会官网（www.stcsm.gov.cn/gk/ywgz/tzgs/gqgg/bsgqgg/jtxmgq/342708.

htm），公司位于其中第677位。

公司提请广大投资者注意，该事项尚存在不确定性。 公司将持续关注该事项的进展情况，并向投

资者进行及时公告。

特此公告。

上海全筑建筑装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11月2日

证券代码：

002330

证券简称：得利斯 公告编号：

2015-053

山东得利斯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进展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山东得利斯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因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拟通过增资及受让

股权的方式收购澳大利亚大型牛肉生产销售集团Yolarno� Pty� Ltd公司相关股权 （ Yolarno� Pty� Ltd�

的子公司包括Bindaree� Beef� Pty� Ltd和Sanger� Australia� Pty� Ltd等）。经申请，公司股票于2015年9

月14日开市起停牌（公告编号2015-042）。 2015年9月18日，公司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拟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议案》，同意公司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2015�年 9�

月 21�日、2015�年 9�月 28�日， 公司披露了《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的进展情况公告》（公告编号：

2015-044、公告编号：2015-046）；2015�年 10�月 13�日，公司披露了《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进展情

况暨延期复牌的公告》（公告编号：2015-047）；2015年10月20日、2015年10月27日，公司披露了《关于

筹划重大资产重组的进展情况公告》（公告编号：2015-048、2015-049）。

2015�年10月25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同意公司签署<股份出售和

认购协议>的议案》及《关于同意签署<托管协议>的议案》等议案，同意公司就收购Yolarno� Pty� Ltd

事宜,与相关方签署《股份出售和认购协议》及《托管协议》。同日,公司与Yolarno� Pty� Ltd及其股东签

署《股份出售和认购协议》,并与Yolarno� Pty� Ltd、One� Managed� Investment� Funds� Limited共同

签署了《托管协议》。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及有关各方仍在积极推进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工作。 由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方案

涉及到境外企业的收购且需遵守中国、澳大利亚等不同区域的法律、法规的规定，还需履行相应的审批

程序,公司还需对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及相关方案进行进一步的论证和完善。 公司将尽快完成重组预

案的编制，董事会将在相关工作完成后，及时召开会议审议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相关议案。根据《上市公

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及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信息披露工作备忘录的有关

规定，本公司股票将继续停牌。 停牌期间，公司将根据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至少每五个交易

日发布一次关于重大资产重组事项进展情况的公告，直至相关事项确定并披露有关公告后复牌。 本公司

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是《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公司

相关信息均以上述指定媒体披露的公告为准。

本公司筹划的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尚存较大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山东得利斯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11月3日

关于汇添富互利分级债券型证券投资基

金之互利债

A

基金份额开放申购、赎回期

间互利债

B

基金份额风险提示性公告

汇添富互利分级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本基金” )基金合同已于2013年11月6日生效。 根据

本基金基金合同的规定，本基金基金份额分为互利A份额（场内简称：互利债A，基金代码：164704）和互

利B份额（场内简称：互利债B，基金代码：150142）两级份额，两级份额的份额配比原则上不超过7：3，互

利债A份额获得应计约定收益， 互利债B份额获得扣除互利债A份额本金和应计约定收益后的基金剩余

净资产。 本基金3年为一个分级运作周期，在每个分级运作周期内，互利债A份额自分级运作期起始日起

每满6个月开放一次，接受申购与赎回申请，并于开放日对基金份额进行折算。2015年11月5日为互利债A

份额第四个开放日及基金份额折算基准日。 现就相关事项提示如下：

1、互利债B份额收益分配变化的风险。根据本基金基金合同的规定，互利债A的年收益率将在每个开

放日设定一次并公告。 互利债A在本次开放日后的年收益率将根据互利债A的本次开放日，即2015年11

月5日中国人民银行最新公布并执行的金融机构人民币一年期定期存款基准利率重新设定互利债A的约

定年收益率，该收益率即为互利债A在接下来6个月的年收益率，适用于该开放日（不含）到下一个开放

日（含）的时间段。

计算公式如下： 互利债A的年收益率（单利）＝互利债A约定年收益率＝一年期银行定期存款利率

（税后）×1.1+利差。

利差的取值范围从0%（含）到2%（含），本次利差为1.35％。

目前，1年期银行定期存款利率为1.50%，如果2015年11月5日执行的1年期银行定期存款基准利率仍

为1.50%，本次开放日后互利债A年收益率为3.00%。

若2015�年11月5日执行的1年期银行定期存款基准利率有所变动， 则互利债A份额的年约定收益率

将按上述方式进行调整，互利债B份额的收益分配也将进行相应调整。

?2、互利债B份额杠杆率变动的风险。 目前，互利债A份额与互利债B份额的份额配比为0.20：1。 本次

互利债A份额开放申购、赎回并实施基金份额折算后，互利债A份额的份额余额原则上不得超过7/3倍互

利债B份额的份额余额。 如果互利债A份额的申购申请小于赎回申请，互利债A份额的份额规模将缩减，

从而引致份额配比变化风险，进而出现杠杆率变动风险等。

?基金管理人已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互利债B份额于2015年11月3日开市停牌一小时，当日10：30

复牌交易；于2015年11月5日至2015年11月6日实施停牌。 本次互利债A份额开放申购、赎回并实施基金

份额折算后，基金管理人将对互利债A份额开放申购、赎回及办理基金份额折算的结果进行公告。

汇添富基金高度重视投资者服务和投资者教育，特此提醒投资者需正确认知基金投资的风险和长期

收益，做理性的基金投资人、做明白的基金投资人，享受长期投资的快乐！

特此公告。

汇添富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11月3日

关于汇添富互利分级债券型证券投资

基金之互利债

A

基金份额折算方案公告

根据《汇添富互利分级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以下简称“《基金合同》” )及《汇添富互利分

级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以下简称“《招募说明书》” )的规定，汇添富互利分级债券型证券投

资基金(以下简称“本基金” )自《基金合同》生效之日起3年内，每满6个月的日期为本基金之互利债A份

额（场内简称：互利债A，基金代码：164704）的开放日，如该日为非工作日，则为该日前的最后一个工作

日。 互利债A份额的基金份额折算基准日与其开放日为同一日，基金管理人将于基金份额折算基准日对

互利债A份额进行基金份额折算。 现将折算具体事宜公告如下：

（1）折算基准日

本基金分级运作期内， 互利债A的基金份额折算基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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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互利债A的基金份额折算基准日与其开放日为同一个工作日。本次基金份额折算基准日为2015年11

月5日。

（2）折算对象

基金份额折算基准日登记在册的互利债A所有份额。

（3）折算频率

自分级运作期起始日起每满6个月折算一次。

（4）折算方式

折算日日终，互利债A的基金份额净值调整为1.000�元，折算后，基金份额持有人持有的互利债A的

份额数按照折算比例相应增减。

互利债A的基金份额折算公式如下：

互利债A的折算比例＝折算日折算前互利债A的基金份额净值／1.000

互利债A经折算后的份额数＝折算前互利债A的份额数×互利债A的折算比例

互利债A经折算后的份额数保留到小数点后两位，折算后的份额数以登记机构的记录为准，由此产

生的误差计入基金财产。

在实施基金份额折算时，折算日折算前互利债A的基金份额净值、互利债A的折算比例的具体计算见

基金管理人届时发布的相关公告。

除保留位数因素影响外，基金份额的折算对互利债A份额基金份额持有人的权益无实质性影响。

汇添富基金高度重视投资者服务和投资者教育，特此提醒投资者需正确认知基金投资的风险和长期

收益，做理性的基金投资人、做明白的基金投资人，享受长期投资的快乐！

特此公告。

汇添富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11月3日

汇添富互利分级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之互利债

A

基金份额开放日常申购、赎

回业务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15年11月3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汇添富互利分级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汇添富互利分级债券（场内简称：添富互利）

基金主代码 164703

基金运作方式 契约型

基金合同生效日 2013年11月6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汇添富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基金注册登记机构名称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公告依据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及其配套法规和《汇添富互

利分级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的有关规定。

申购起始日 2015年11月5日

赎回起始日 2015年11月5日

下属分级基金的基金简称

汇添富互利分级债券A （场内简

称：互利债A）

汇添富互利分级债券B （场内简

称：互利债B）

下属分级基金的交易代码 164704 150142

该分级基金是否开放申购、赎回 是 否

2�日常申购、赎回业务的办理时间

本基金《基金合同》生效之日起3年内，互利债A将自基金合同生效之日起每满6个月开放一次，开放

日为《基金合同》生效之日起每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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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本基金《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的规定，2015年11月5日为互利债A的第4个开放日，即在该

日15：00前接受办理互利债A的申购、赎回业务。

因不可抗力或其他情形致使基金无法按时开放互利债A�的申购与赎回的， 开放日为不可抗力或其

他情形影响因素消除之日的下一个工作日。

3�日常申购业务

3.1�申购金额限制

1、投资者通过代销机构网点申购本基金基金份额单笔最低金额为人民币1000元（含申购费）；通过

基金管理人直销中心首次申购本基金基金份额的最低金额为人民币50000元（含申购费）。 若发生比例

确认，申购金额不受最低申购金额限制。各代销机构对本基金最低申购金额及交易级差有其他规定的，以

各代销机构的业务规定为准。

2、投资者可多次申购，对单个投资者累计持有基金份额的比例或数量不设上限限制。法律法规、中国

证监会另有规定的除外。

3、基金管理人可根据市场情况，合理调整对申购金额的数量限制，在进行调整前，基金管理人应当依

照《信息披露办法》的有关规定在指定媒体上公告。

3.2�申购费率

互利债A不收取申购费用。

基金管理人可以在法律法规和基金合同规定范围内调整申购费率。 费率如发生变更，基金管理人应

在调整实施3个工作日前在至少一种指定媒体上公告。

4�日常赎回业务

4.1�赎回份额限制

1、投资者可将其全部或部分基金份额赎回，赎回最低份额1份，基金份额持有人在销售机构保留的基

金份额不足1份的，注册登记系统将全部剩余份额自动赎回。

2、基金管理人可根据市场情况，合理调整对申购金额和赎回份额的数量限制，在进行调整前，基金管

理人应当依照《信息披露办法》的有关规定在指定媒体上公告。

4.2�赎回费率

互利债A不收取赎回费用。

基金管理人可以在法律法规和基金合同规定范围内调整赎回费率。 费率如发生变更，基金管理人应

在调整实施3个工作日前在至少一种指定媒体上公告。

5基金销售机构

5.1�场外销售机构

5.1.1�直销机构

汇添富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直销中心， 汇添富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网上直销系统（trade.

99fund.com）办理本基金的申购、赎回业务。

5.1.2�场外代销机构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农村商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杭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爱建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渤海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上海华信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财富证券有限责任公司、长城国瑞证券有限公司、长城证券有限责

任公司、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德邦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第一创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东北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方正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广州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国都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国

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恒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申万宏源西部证券有限公

司、华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华福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华龙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华鑫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江

海证券有限公司、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齐鲁证券有限公司、日信证券有限公司、上海证券有限责任公

司、申万宏源证券有限公司、世纪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万联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西藏同信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新时代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信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中航证券有限公司、中国中投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信证券（浙江）有限责

任公司、中信证券（山东）有限责任公司、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天相投资顾问有限公司、深圳众禄基金

销售有限公司、上海天天基金销售有限公司、上海好买基金销售有限公司、杭州数米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上海长量基金销售投资顾问有限公司、北京展恒基金销售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利得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6�基金份额净值公告/基金收益公告的披露安排

《基金合同》生效后，在互利债A的首次开放日或者互利债B上市交易前，基金管理人应当至少每周

公告一次基金资产净值、基金份额净值和互利债A、互利债B的基金份额参考净值。

在互利债A�的首次开放或者互利债B份额上市交易后，基金管理人将在每个工作日的次日，通过网

站、基金份额发售网点以及其他媒介，披露基金份额净值和互利债A、互利债B的基金份额参考净值。

7�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1、在互利债A的开放日，基金管理人将对互利债A进行基金份额折算，互利债A的基金份额净值调整

为1.000元，基金份额持有人持有的互利债A份额数按折算比例相应增减。 具体的折算方式及折算结果见

基金管理人届时发布的相关公告。

2、在互利债A的开放日，本基金以互利债B的份额余额为基准，在互利债A和互利债B的份额配比不

超过7:3的范围内对互利债A�的申购进行确认。如果对互利债A的全部有效申购申请进行确认后，互利债

A与互利债B的份额配比小于7:3，则所有经确认有效的互利债A�的申购申请全部予以成交确认；如果对

互利债A的全部有效申购申请进行确认后，互利债A与互利债B�的份额配比超过7:3，则在经确认后的互

利债A与互利债B�的份额配比不超过7:3的范围内，对全部有效申购申请按比例进行成交确认。

在互利债A的开放日，所有经确认有效的互利债A�的赎回申请全部予以成交确认。

互利债A每次开放日的申购与赎回申请确认办法及确认结果见基金管理人届时发布的相关公告。

3、本基金《基金合同》生效之日起3年内，基金份额划分为互利债A、互利债B两级份额，两者的份额

配比原则上不超过7∶3。 互利债A和互利债B的收益计算与运作方式不同，其中，互利债A根据《基金合

同》的规定获取约定收益，并自基金合同生效之日起每满6个月开放一次；互利债B封闭运作并上市交易，

封闭期为3年，本基金在扣除互利债A的应计收益后的全部剩余收益归互利债B享有，亏损以互利债B的资

产净值为限由互利债B承担。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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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定，基金管理人已向深圳证券交

易所申请互利债B份额于2015年11月3日开市停牌一小时， 当日10：30复牌交易； 于2015年11月5日至

2015年11月6日实施停牌。

5、互利债A根据《基金合同》的规定获取约定收益，2015年3月6日至2015年11月5日期间，互利债A

的年收益率（单利）为3.90%。 根据第三个运作周期的开放日，即2015年5月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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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0%进行计算，根据第三个运作周期开放日前的公告，

本基金第四个分级运作周期最初6个月内，互利债A份额适用的利差值为1.15％，故：互利债A的年收益率

（单利）＝2.50%� ×1.1+1.15％＝3.90％。

根据《基金合同》的规定，互利债A的年收益率将在每个开放日设定一次并公告。 互利债A在本次开

放日后的年收益率将根据互利债A的本次开放日， 即2015年11月5日中国人民银行最新公布并执行的金

融机构人民币一年期定期存款基准利率重新设定互利债A的约定年收益率， 该收益率即为互利债A在接

下来6个月的年收益率，适用于该开放日（不含）到下一个开放日（含）的时间段。

计算公式如下：

互利债A的年收益率（单利）＝互利债A约定年收益率＝一年期银行定期存款利率（税后）×1.1+利

差。

利差的取值范围从0%（含）到2%（含），本次利差为1.35％。

6、本公告仅对本基金开放日常申购、赎回业务的有关事项予以说明。 投资者欲了解本基金的详细情

况，请仔细阅读刊登于本公司网站(www.99fund.com)的本基金《基金合同》和《招募说明书》等法律文

件，还可拨打本公司客户服务热线（400-888-9918）咨询相关信息。

汇添富基金高度重视投资者服务和投资者教育，特此提醒投资者需正确认知基金投资的风险和长期

收益，做理性的基金投资人、做明白的基金投资人，享受长期投资的快乐！

特此公告。

汇添富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11月3日

汇添富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调整基金经理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15年11月3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汇添富中证金融地产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汇添富中证金融地产ETF

（深交所场内简称：金融ETF）

基金主代码 159931

基金管理人名称 汇添富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基金管理公司投资管理

人员管理指导意见》等法律法规规定，以及汇添富基金管理股

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办公会会议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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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蓓蓓

离任基金经理姓名 吴振翔

2�离任基金经理的相关信息

离任基金经理姓名 吴振翔

离任原因 公司内部工作调整

离任日期 2015-11-02

是否转任本公司其他工作岗位 是

是否已按规定在中国基金业协会办理变更手续 是

注：吴振翔先生继续担任本公司汇添富上证综合指数基金、汇添富沪深300安中指数基金、汇添富成

长多因子量化策略股票基金和汇添富中证主要消费ETF联接基金的基金经理。

3�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本公司已就上述事项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完成相关手续。

汇添富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11月3日

汇添富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调整基金经理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15年11月3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汇添富中证医药卫生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汇添富中证医药卫生ETF

（深交所场内简称：医药ETF）

基金主代码 159929

基金管理人名称 汇添富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基金管理公司投资

管理人员管理指导意见》等法律法规规定，以及汇添富基金

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办公会会议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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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蓓蓓

离任基金经理姓名 吴振翔

2�离任基金经理的相关信息

离任基金经理姓名 吴振翔

离任原因 公司内部工作调整

离任日期 2015-11-02

是否转任本公司其他工作岗位 是

是否已按规定在中国基金业协会办理变更手续 是

注：吴振翔先生继续担任本公司汇添富上证综合指数基金、汇添富沪深300安中指数基金、汇添富成

长多因子量化策略股票基金和汇添富中证主要消费ETF联接基金的基金经理。

3�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本公司已就上述事项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完成相关手续。

汇添富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11月3日

汇添富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调整基金经理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15年11月3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汇添富中证能源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汇添富中证能源ETF

（深交所场内简称：能源ETF）

基金主代码 159930

基金管理人名称 汇添富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基金管理公司投资管

理人员管理指导意见》等法律法规规定，以及汇添富基金管

理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办公会会议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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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蓓蓓

离任基金经理姓名 吴振翔

2�离任基金经理的相关信息

离任基金经理姓名 吴振翔

离任原因 公司内部工作调整

离任日期 2015-11-02

是否转任本公司其他工作岗位 是

是否已按规定在中国基金业协会办理变更手续 是

注：吴振翔先生继续担任本公司汇添富上证综合指数基金、汇添富沪深300安中指数基金、汇添富成

长多因子量化策略股票基金和汇添富中证主要消费ETF联接基金的基金经理。

3�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本公司已就上述事项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完成相关手续。

汇添富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11月3日

汇添富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调整基金经理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15年11月3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汇添富中证主要消费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汇添富中证主要消费ETF

（深交所场内简称：消费ETF）

基金主代码 159928

基金管理人名称 汇添富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基金管理公司投资管理

人员管理指导意见》等法律法规规定，以及汇添富基金管理股

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办公会会议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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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蓓蓓

离任基金经理姓名 吴振翔

2�离任基金经理的相关信息

离任基金经理姓名 吴振翔

离任原因 公司内部工作调整

离任日期 2015-11-02

是否转任本公司其他工作岗位 是

是否已按规定在中国基金业协会办理变更手续 是

注：吴振翔先生继续担任本公司汇添富上证综合指数基金、汇添富沪深300安中指数基金、汇添富成

长多因子量化策略股票基金和汇添富中证主要消费ETF联接基金的基金经理。

3�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本公司已就上述事项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完成相关手续。

汇添富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11月3日

关于汇添富新兴消费股票型证券投资

基金增加销售机构的公告

汇添富新兴消费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简称：汇添富新兴消费股票，基金代码：001726）的发行

期为2015年11月3日至2015年11月23日。根据汇添富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与建

设银行等105家销售机构签署的协议，汇添富新兴消费股票基金自2015年11月3日起增加建设银行等105

家销售机构办理本基金的认购业务。

一、新增代销机构

代销机构 网址 客服热线

中国银行 http://www.boc.cn 95566

建设银行 http://www.ccb.com 95533

招商银行 http://www.cmbchina.com/ 95555

中信银行 http://bank.ecitic.com 95558

浦发银行 http://www.spdb.com.cn 95528

兴业银行 http://www.cib.com.cn 95561

民生银行 http://www.cmbc.com.cn 95568

上海银行 http://www.bankofshanghai.com 95594

宁波银行 www.nbcb.com.cn 96528@上海、北京地区962528

杭州银行 www.hzbank.com.cn

浙江省内服务热线：96523@全国客户服务热

线：400-8888-508

江苏银行 www.jsbchina.cn 400-86-96098、96098

渤海银行 www.cbhb.com.cn 400-888-8811

金华银行 www.jhccb.com.cn 400-7116668

江南农商行 www.jnbank.cc 96005

晋商银行 www.jshbank.com 9510-5588

锦州银行 www.jinzhoubank.com 400-66-96178

爱建证券 http://www.ajzq.com 021-63340678

安信证券 http://www.essence.com.cn 4008001001

渤海证券 www.bhzq.com 4006515988

上海华信证券 www.cf-clsa.com 021-68777877

财富证券 http://www.cfzq.com 0731-4403319

财通证券 www.ctsec.com 96336（浙江）,40086-96336（全国）

长城证券 www.cgws.com 4006666888

长江证券 http://www.95579.com 95579或4008-888-999

大同证券 www.dtsbc.com.cn 4007121212

德邦证券 http://www.tebon.com.cn 4008888128

第一创业证券 www.fcsc.cn 4008881888

东北证券 http://www.nesc.cn 4006000686、0431-85096733

东方证券 http://www.dfzq.com.cn 95503

东海证券 www.longone.com.cn 95531；400-8888-588

东吴证券 www.dwzq.com.cn 4008601555

东兴证券 http://www.dxzq.net 4008-888-993

方正证券 www.foundersc.com 95571

光大证券 http://www.ebscn.com 95525、4008888788、10108998

广州证券 http://www.gzs.com.cn 020-961303

国都证券 http://www.guodu.com 400-818-8118

国海证券 http://www.ghzq.com.cn 95563

国金证券 www.gjzq.com.cn 400-660-0109

国联证券 www.glsc.com.cn? 95570

国泰君安证券 http://www.gtja.com 95521

国信证券 www.guosen.com.cn 95536

海通证券 http://www.htsec.com 95553

恒泰证券 http://www.cnht.com.cn 0471-4961259

申万宏源西部 www.hysec.com 4008000562

华安证券 www.hazq.com 96518（安徽）、400-80-96518（全国）

华宝证券 www.cnhbstock.com 400-820-9898

华福证券 www.hfzq.com.cn 96326（福建省外请加拨0591）

华龙证券 www.hlzqgs.com 0931-96668、400-689-8888

华鑫证券 www.cfsc.com.cn 021-32109999；029-68918888

江海证券 http://www.jhzq.com.cn/ 400-666-2288

联讯证券 www.lxzq.com.cn 400-8888-929

平安证券 www.pingan.com 95511-8

钱景财富 www.niuji.net 400-678-5095

日信证券 www.rxzq.com.cn 010-88086830

瑞银证券 www.ubssecurities.com 400-887-8827、010-58328888

上海证券 http://www.962518.com 021�-962518、4008918918

申万宏源证券 http://www.sywg.com.cn 95523或4008895523

世纪证券 www.csco.com.cn 0755-83199599

太平洋证券 www.tpyzq.com 0871-68885858-8152

万联证券 http://www.wlzq.com.cn 4008888133

五矿证券 www.wkzq.com.cn 40018-40028

西藏同信证券 www.xzsec.com 400-881-1177

西南证券 www.swsc.com.cn 4008096096

湘财证券 http://www.xcsc.com 4008881551

新时代证券 www.xsdzq.cn 4006989898

信达证券 www.cindasc.com 400-800-8899

兴业证券 www.xyzq.com.cn 95562

招商证券 http://www.newone.com.cn 95565;4008888111

浙商证券 ?www.stocke.com.cn 967777

中航证券 www.avicsec.com 400-8866-567

中金证券 www.cicc.com.cn （010）65051166

中天证券 www.stockren.com 400-6180-315

中投证券 www.china-invs.cn 4006008008、95532

中信建投证券 www.csc.com.cn 400-8888-108

中信证券 www.ecitic.com 95558

中原证券 http://www.ccnew.com/

967218（郑州市外客户需要加拨区号0371）、

400-813-9666

新兰德 http://8.jrj.com.cn 400-166-1188

和讯 licaike.hexun.com 4009200022

鑫鼎盛 www.dkhs.com 400-6980-777

诺亚正行 www.noah-fund.com 400-821-5399

众禄基金 www.zlfund.cn、 www.jjmmw.com 400-6788-887

天天基金 www.1234567.com.cn 400-1818-188

好买基金 www.ehowbuy.com 400-700-9665

数米基金 www.fund123.cn 4000-766-123

长量基金 www.erichfund.com 400-089-1289

同花顺 www.ijijin.cn 95105885，0571-56768888

展恒理财 www.myfund.com 4008886661

利得基金 www.leadfund.com.cn 400-005-6355

中期资产 www.cifcofund.com 95162、4008888160

金观诚 www.jincheng-fund.com 400-068-0058

创金启富 www.5irich.com 010-88067525

泛华普益 http://www.pyfund.cn/ 4008588588

宜信普泽 www.yixinfund.com 400�6099�500

万银财富 www.wy-fund.com 400-808-0069

增财基金 www.zcvc.com.cn 400-001-8811

中天嘉华 www.5ilicai.cn 400-650-9972

一路财富 www.yilucaifu.com 400-001-1566

海银基金 www.fundhaiyin.com 400-808-1016

恒久浩信 www.haofuns.com 4006-525-676

联泰资产 www.66zichan.com 400-046-6788

汇付金融 www.tty.com 400-820-2819

乐融多源 www.jimufund.com 010-56409010

陆金所资管 www.lufunds.com 4008219031

盈米财富 www.yingmi.cn 020-89629066

中信建投期货 www.cfc108.com 4008877780

二、代销机构费率优惠提示

1、投资者通过数米基金认购本基金，享有认购费率4折优惠，适用于固定费用的，则执行其规定的固

定费用，不再享有费率折扣。

2、投资者通过陆金所资管认购本基金，享有认购费率1折优惠，适用于固定费用的，则执行其规定的

固定费用，不再享有费率折扣。

三、其他重要提示

1、投资者在上述代销机构办理汇添富新兴消费股票基金的认购投资业务，具体办理时间、费率活动

内容、业务规则及办理程序请遵循各代销机构的规定。

2、投资者欲了解本基金的详细情况，请仔细阅读刊登于本公司网站（www.99fund.com）的《基金

合同》、《招募说明书》等法律文件，还可拨打本公司客户服务热线（400-888-9918）咨询相关信息。

汇添富基金高度重视投资者服务和投资者教育，特此提醒投资者需正确认知基金投资的风险和长期

收益，做理性的基金投资人，做明白的基金投资人，享受长期投资的快乐！

特此公告。

汇添富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11月3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