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00521

美菱电器

A10

000541

佛山照明

B004

000586

汇源通信

B010

000638

万方发展

B010

000656

金科股份

B011

000662

索芙特

A10

000683

远兴能源

B005

000753

漳洲发展

B006

000829

天音控股

B004

000905

厦门港务

B003

000953

河池化工

B005

000979

中弘股份

B011

000982

中银绒业

B011

002024

苏宁云商

B009

002137

实益达

B002

002256

彩虹精化

B011

002320

海峡股份

B006

002354

天神娱乐

B004

002421

达实智能

B006

002450

康得新

B010

002476

宝莫股份

B007

002500

山西证券

B004

002502

骅威股份

A25

002571

德力股份

A10

002577

雷柏科技

B005

002629

仁智油服

B003

002652

扬子新材

B003

002673

西部证券

B003

002676

顺威股份

B005

002699

美盛文化

B007

002722

金轮股份

B011

002728

台城制药

A10

002769

普路通

A10

600048

保利地产

B004

600094

大名城

B008

600104

上汽集团

B005

600123

兰花科创

B004

600157

永泰能源

B011

600182 S

佳通

B005

天弘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在天弘基金淘宝官方店开展

申购费率优惠活动的公告

为满足广大投资者的理财需求，天弘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决定于

2015年11月11日规定时间内，对通过天弘基金淘宝官方店进行旗下部分基金申购的投资者

开展申购费率优惠活动，详情如下：

一、适用投资者范围

通过本公司淘宝官方店申购旗下部分基金且符合基金合同约定的投资者。

二、活动方案

2015年11月11日0:00至24:00期间通过上述平台申购本公司旗下部分基金的投资者

不收取申购费。

三、适用的基金范围

基金名称 基金代码

天弘精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420001

天弘永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B类：420102

天弘永定价值成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420003

天弘周期策略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420005

天弘鑫动力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64205

天弘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A类：420008

天弘安康养老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420009

天弘弘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000306

天弘通利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00573

天弘沪深300指数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000961

天弘中证500指数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000962

天弘云端生活优选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01030

天弘新活力灵活配置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001250

天弘互联网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01210

天弘中证医药100指数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A类：001550

天弘中证移动互联网指数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A类：001560

天弘中证证券保险指数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A类：001552

天弘全指运输指数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A类：001554

天弘中证全指房地产指数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A类：001556

天弘中证大宗商品股票指数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A类：001558

天弘创业板指数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A类：001592

天弘中证高端装备制造指数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A类：001599

天弘中证银行指数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A类：001594

天弘上证50指数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A类：001548

天弘中证100指数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A类：001586

天弘中证800指数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A类：001588

天弘中证环保产业指数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A类：001590

天弘中证电子指数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A类：001617

天弘中证计算机指数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A类：001629

天弘中证食品饮料指数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A类：001631

天弘中证休闲娱乐指数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A类：001611

四、重要提示

1、投资者办理基金交易前，请仔细阅读各基金《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及基金交

易的相关业务规则和指南等文件，并确保遵循其规定。

2、请投资者根据自身风险承受能力选择适合自己的基金产品，谨慎投资。

3、本公告有关基金交易业务规则的解释权归本公司所有。

五、投资者可以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情况：

1、天弘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服热线：400-710-9999

网站：www.thfund.com.cn

2、支付宝（中国）网络技术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95188

网址：www.alipay.com

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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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资者投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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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此公告。

天弘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一五年十一月九日

天弘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增加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为旗下基

金代销机构并开通定投业务以及

参加其相关申购及定投费率优惠

活动的公告

根据天弘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与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中国银行” ）签署的相关基金销售服务协议，自2015年11月9日起，本公司增加中国银

行为旗下部分基金的代销机构并开通定期定额投资申购（以下简称“定投” ）业务。 同时，

本公司与中国银行协商一致，决定自该日起，本公司旗下部分基金参加中国银行的申购及

定投费率优惠活动。

一、适用投资者范围

通过中国银行基金柜台交易平台、网上银行及手机银行申购、定投旗下部分基金且符

合基金合同约定的投资者。

二、适用的基金范围

基金名称 基金代码

是 否 开 通 申

购、赎回

是否开通

定投

天弘永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A类：420002

B类：420102

是 是

天弘安康养老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420009 是 是

三、优惠活动内容

1、投资者通过中国银行网上银行申购上述基金的，原申购费率高于0.6%的，享受8折优

惠，但最低优惠至0.6%；原申购费率等于或低于0.6%的或为固定费率的，不享受优惠，按原

费率执行。

2、投资者通过中国银行手机银行申购上述基金的，原申购费率高于0.6%的，享受6折优

惠，但最低优惠至0.6%；原申购费率等于或低于0.6%的或为固定费率的，不享受优惠，按原

费率执行。

3、投资者通过中国银行基金柜台交易平台、网上银行、手机银行定投上述基金的，原申

购费率高于0.6%的，享受8折优惠，但最低优惠至0.6%；原申购费率等于或低于0.6%的或为

固定费率的，不享受优惠，按原费率执行。

四、重要提示

1、 投资者可与中国银行约定每次固定扣款金额， 最低扣款金额应遵循中国银行的规

定。 目前，中国银行每次最低扣款金额为人民币100元（含）。

2、上述优惠活动仅适用于处于正常申购期间通过网上银行、手机银行申购的手续费费

率或通过基金柜台交易平台、网上银行、手机银行定投的手续费费率，不包括基金转换业务

等其他业务的基金手续费费率；也不包括后端收费模式的基金申购费率。

3、 若相关优惠活动的具体内容发生变化， 敬请投资者留意中国银行的相关公告或通

知。

4、投资者欲了解基金产品的详细情况，请仔细阅读各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

法律文件。

5、上述相关业务的办理规则参照中国银行的规定。

投资者可以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情况：

1、天弘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服热线：400-710-9999

网站：www.thfund.com.cn

2、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客服热线：95566

网站：www.boc.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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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资者投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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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此公告。

天弘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一五年十一月九日

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增加第一创业证券为旗下部

分基金代销机构的公告

根据第一创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第一创业证券” ）与广发基金管理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签订的代销协议，本公司决定自2015年11月9日起通过第一创

业证券代理销售以下基金：

基金名称 基金代码

广发理财7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 000037

广发理财7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B类 000038

广发集利一年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 000267

广发集利一年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C类 000268

广发新动力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00550

广发中证百度百发策略100指数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 000826

广发中证百度百发策略100指数型证券投资基金E类 000827

广发中证全指信息技术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发起式联接基金 000942

广发中证养老产业指数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000968

广发对冲套利定期开放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000992

广发聚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 001115

广发聚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C类 001116

广发聚泰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 001355

广发聚泰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C类 001356

投资者可在第一创业证券的办理上述基金的开户、申购、赎回、基金转换、基金定期定

额投资（以下简称“基金定投” ）等业务。 今后本公司发行的其它开放式基金是否适用于上

述业务，本公司亦将根据具体情况另行公告，具体业务的办理请参照本公司及第一创业证

券的相关业务规则和流程。

同时，经第一创业证券和本公司双方协商一致，决定自2015年11月9日起，对通过第一

创业证券申购上述指定基金的实施费率优惠， 费率优惠的措施以第一创业证券的安排为

准。

重要提示：

1、基金定投业务是指投资者通过本公司指定的基金销售机构提交申请，约定每期扣款

时间和扣款金额，由销售机构于每期约定扣款日在投资者指定资金账户内自动完成扣款和

基金申购申请的一种投资方式。

2、下列基金暂不支持基金转换业务，开通转换业务的时间详见我司最新公告：广发理

财7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广发集利一年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3、以下基金暂不支持定投业务：广发理财7天债A类、广发理财7天债B类、广发集利定

期债A类、广发集利定期债C类、广发中证百度百发策略100指数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广发

中证百度百发策略100指数型证券投资基金E类和广发对冲套利定期开放混合型发起式证

券投资基金，开放定投的日期敬请留意我司相关公告。

4、 投资者可到第一创业证券代销网点申请开办基金定投业务并约定每期固定的申购

金额，每期申购金额不低于人民币100元，具体办理事宜请以第一创业证券的安排为准。

5、广发集利一年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广发对冲套利定期开放混合型发起式

证券投资基金和广发中证百度百发策略100指数型证券投资基金目前正处于封闭期， 开放

申购赎回的日期，敬请留意我司相关公告。

6、投资者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咨询：

（1）第一创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400-888-1888

公司网址：www.fcsc.cn

（2）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95105828（免长途费）或020-83936999

公司网址：www.gffunds.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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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金的过往业绩及其净值高低并不预示其未来业绩表现。

基金定投并不等于零存整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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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提醒投资人在做出投资决策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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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资者投资基金时应认真阅读基金的《基金合同》、更新的《招募说明

书》等文件。

特此公告

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5年11月9日

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增加富济财富为旗下部分基

金代销机构的公告

根据深圳富济财富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富济财富” ）与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本公司” ）签订的代销协议，本公司决定自2015年11月9日起通过富济财富代

理销售以下基金：

基金名称 基金代码

广发小盘成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LOF） 162703

广发中证50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LOF) 162711

广发聚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162712

广发深证100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 162714

广发聚源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LOF） 162715

广发聚源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C类（LOF） 162716

广发中证医疗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 502056

投资者可在富济财富办理上述基金的开户、申购、赎回、基金转换、基金定期定额投资

（以下简称“基金定投” ）等业务。今后本公司发行的其它开放式基金是否适用于上述业务，

本公司亦将根据具体情况另行公告，具体业务的办理请参照本公司及富济财富的相关业务

规则和流程。

同时，经富济财富和本公司双方协商一致，决定自2015年11月9日起，对通过富济财富

申购上述指定基金的实施费率优惠，费率优惠的措施以富济财富的安排为准。

重要提示：

1、基金定投业务是指投资者通过本公司指定的基金销售机构提交申请，约定每期扣款

时间和扣款金额，由销售机构于每期约定扣款日在投资者指定资金账户内自动完成扣款和

基金申购申请的一种投资方式。

2、下列基金暂不支持基金转换业务，开通转换业务的时间详见我司最新公告：广发聚

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广发深证100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广发聚源债券型证券投资基

金（LOF）和广发中证医疗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

3、投资者可到富济财富代销网点申请开办基金定投业务并约定每期固定的申购金额，

每期申购金额不低于人民币100元，具体办理事宜请以富济财富的安排为准。

投资者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咨询：

（1）深圳富济财富管理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0755-83999907

公司网址：www.jinqianwo.cn

（2）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95105828（免长途费）或020-83936999

公司网址：www.gffunds.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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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金的过往业绩及其净值高低并不预示其未来业绩表现。

基金定投并不等于零存整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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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提醒投资人在做出投资决策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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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资者投资基金时应认真阅读基金的《基金合同》、更新的《招募说明

书》等文件。

特此公告

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5年11月9日

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增加哈尔滨银行为旗下部分

基金代销机构的公告

根据哈尔滨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哈尔滨银行” ）与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本公司” ）签订的代销协议，本公司决定自2015年11月9日起通过哈尔滨银行

代理销售以下基金：

基金名称 基金代码

广发理财7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 000037

广发理财7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B类 000038

广发中证百度百发策略100指数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 000826

广发中证百度百发策略100指数型证券投资基金E类 000827

广发聚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 001115

广发聚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C类 001116

广发聚泰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 001355

广发聚泰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C类 001356

广发百发大数据策略成长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 001734

广发百发大数据策略成长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E类 001735

投资者可在哈尔滨银行的办理上述基金的开户、申购、赎回、基金转换、基金定期定额

投资（以下简称“基金定投” ）等业务。 今后本公司发行的其它开放式基金是否适用于上述

业务，本公司亦将根据具体情况另行公告，具体业务的办理请参照本公司及哈尔滨银行的

相关业务规则和流程。

同时，经哈尔滨银行和本公司双方协商一致，决定自2015年11月9日起，对通过哈尔滨

银行申购上述指定基金的实施费率优惠，费率优惠的措施以哈尔滨银行的安排为准。

重要提示：

1、广发百发大数据策略成长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目前正处于认购期，在此期

间只办理认购业务，开放其他业务办理的时间敬请留意我司相关公告。

2、广发中证百度百发策略100指数型证券投资基金目前正处于封闭期，开放申购赎回

的日期，敬请留意我司相关公告。

3、基金定投业务是指投资者通过本公司指定的基金销售机构提交申请，约定每期扣款

时间和扣款金额，由销售机构于每期约定扣款日在投资者指定资金账户内自动完成扣款和

基金申购申请的一种投资方式。

4、下列基金暂不支持基金转换业务，开通转换业务的时间详见我司最新公告：广发理

财7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5、以下基金暂不支持定投业务：广发理财7天债A类、广发理财7天债B类、广发中证百

度百发策略100指数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广发中证百度百发策略100指数型证券投资基金

E类，开放定投的日期敬请留意我司相关公告。

6、 投资者可到哈尔滨银行代销网点申请开办基金定投业务并约定每期固定的申购金

额，每期申购金额不低于人民币100元，具体办理事宜请以哈尔滨银行的安排为准。

7、投资者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咨询：

（1）哈尔滨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95537

公司网址：www.hrbb.com.cn

（2）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95105828（免长途费）或020-83936999

公司网址：www.gffunds.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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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金的过往业绩及其净值高低并不预示其未来业绩表现。

基金定投并不等于零存整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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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提醒投资人在做出投资决策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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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资者投资基金时应认真阅读基金的《基金合同》、更新的《招募说明

书》等文件。

特此公告

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5年11月9日

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增加上海利得基金为旗下部

分基金代销机构的公告

根据上海利得基金销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利得基金” ）与广发基金管理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签订的代销协议，本公司决定自2015年11月9日起通过上海利

得基金代理销售以下基金：

基金名称 基金代码

广发理财7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 000037

广发理财7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B类 000038

广发理财30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 270046

广发理财30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B类 270047

广发中证百度百发策略100指数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 000826

广发中证百度百发策略100指数型证券投资基金E类 000827

广发百发大数据策略精选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 001741

广发百发大数据策略精选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E类 001742

广发百发大数据策略成长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 001734

广发百发大数据策略成长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E类 001735

广发中证全指医药卫生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发起式联接基金 001180

广发中证全指主要消费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发起式联接基金 001458

广发中证全指原材料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发起式联接基金 001459

广发中证全指能源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发起式联接基金 001460

广发改革先锋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01468

广发中证全指金融地产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发起式联接基金 001469

广发多策略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01763

广发聚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 001115

广发聚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C类 001116

广发聚泰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 001355

广发聚泰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C类 001356

投资者可在上海利得基金的办理上述基金的开户、申购、赎回、基金定期定额投资（以

下简称“基金定投” ）等业务。 今后本公司发行的其它开放式基金是否适用于上述业务，本

公司亦将根据具体情况另行公告，具体业务的办理请参照本公司及上海利得基金的相关业

务规则和流程。

同时，经上海利得基金和本公司双方协商一致，决定自2015年11月9日起，对通过上海利

得基金申购上述指定基金的实施费率优惠，费率优惠的措施以上海利得基金的安排为准。

重要提示：

1、广发百发大数据策略成长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广发多策略灵活配置混合

型证券投资基金目前正处于认购期，在此期间只办理认购业务，开放其他业务办理的时间

敬请留意我司相关公告。

2、广发中证百度百发策略100指数型证券投资基金、广发百发大数据策略精选灵活配

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目前正处于封闭期，开放申购赎回的日期，敬请留意我司相关公告。

3、基金定投业务是指投资者通过本公司指定的基金销售机构提交申请，约定每期扣款

时间和扣款金额，由销售机构于每期约定扣款日在投资者指定资金账户内自动完成扣款和

基金申购申请的一种投资方式。

4、以下基金暂不支持定投业务：广发理财7天债A类、广发理财7天债B类、广发理财30天

债A类、广发理财30天债B类、广发中证百度百发策略100指数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和广发中

证百度百发策略100指数型证券投资基金E类，开放定投的日期敬请留意我司相关公告。

5、 投资者可到上海利得基金代销网点申请开办基金定投业务并约定每期固定的申购

金额，每期申购金额不低于人民币100元，具体办理事宜请以上海利得基金的安排为准。

6、投资者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咨询：

（1）上海利得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400-067-6266

公司网址：www.leadfund.com.cn

（2）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95105828（免长途费）或020-83936999

公司网址：www.gffunds.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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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金的过往业绩及其净值高低并不预示其未来业绩表现。

基金定投并不等于零存整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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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提醒投资人在做出投资决策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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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资者投资基金时应认真阅读基金的《基金合同》、更新的《招募说明

书》等文件。

特此公告

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5年11月9日

天音控股(000829)特别停牌。

新华医疗(600587)因媒体报道需澄清，临时停牌一天。

洛阳玻璃(600876)、合锻股份(603011)因重要事项未公告，自11月9日起连

续停牌。

保利地产(600048)公布关于本公司

获得房地产项目的公告。

啤酒花(600090)公布关于重大资产

重组的风险提示性公告。

大名城(600094)公布第六届董事会

第三十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上汽集团(600104)公布关于核心员

工持股计划相关事项的公告。

兰花科创(600123)公布关于“12晋

兰花” 公司债券回售实施结果的公告。

*ST新亿(600145)公布关于法院受

理公司重整事宜的公告。

永泰能源(600157)公布关于“12永

泰01” 公司债票面利率不调整的公告。

S佳通(600182)公布关于本公司股

改进展的风险提示公告。

三峡新材(600293)公布第八届董事

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西藏珠峰(600338)公布重大资产重

组继续停牌公告。

吉恩镍业(600432)公布重大资产重

组进展公告。

涪陵电力(600452)公布关于签订关

联交易合同以及增加2015年度日常关联

交易的公告。

中铁二局(600528)公布重大资产重

组进展公告。

康恩贝 (600572) 公布八届董事会

2015年第十三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飞乐音响(600651)公布重大资产重

组停牌进展公告。

交运股份(600676)公布2012年公

司债券2015年付息公告。

*ST新梅(600732)公布重大资产重

组继续停牌公告。

自仪股份(600848)公布第九届董事

会第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山东华鹏(603021)公布第五届董事

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浙江鼎力(603338)公布关于董事会

秘书辞职的公告。

火炬电子 (603678) 公布关于召开

201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提示性公告。

洛阳钼业(603993)公布关于2015

年半年度A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的实

施公告。

工银瑞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公布关

于增加长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为工银瑞

信中高等级信用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销售机构的公告。

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公布关于增

加第一创业证券为旗下部分基金代销机

构的公告。

国开泰富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公

布关于国开泰富基金参加上海长量基金

费率优惠的公告。

国寿安保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公布关

于旗下国寿安保中证养老产业指数分级

证券投资基金新增深圳富济财富管理有

限公司为销售机构的公告。

华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公布关于华

商领先企业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2015年

度第八次分红的公告。

汇添富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公布

关于汇添富黄金及贵金属证券投资基金

（LOF） 因境外主要市场节假日暂停申

购、赎回、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的公告。

浦银安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公布关

于电子直销平台开展现金宝转换业务补

差费率优惠的公告。

中欧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公布关于陆金

所资管延后代销中欧潜力价值混合的公告。

特力Ａ(000025)公布关于股票交易

异常波动的公告。

渤海租赁(000415)公布关于公司股

票复牌的提示性公告。

美菱电器(000521)公布关于筹划非

公开发行股票事项继续停牌的公告。

青海明胶(000606)公布关于重大资

产重组进展情况的公告。

索芙特(000662)公布关于公司非公

开发行A股股票申请获得中国证监会发

审会审核有条件通过的公告。

漳州发展(000753)公布股票交易异

常波动公告。

天音控股(000829)公布第七届董事

会第十二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航天科技(000901)公布关于筹划重

大资产重组停牌进展的公告。

厦门港务(000905)公布股票交易异

常波动公告。

新中基(000972)公布关于重大资产

重组的停牌进展公告。

银亿股份(000981)公布关于筹划非

公开发行股票事项继续停牌的公告。

苏宁云商 (002024)公布“13苏宁

债” 2015年付息公告。

江苏三友(002044)公布董事会关于

召开2015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提示

性公告。

天邦股份(002124)公布关于重大事

项进展暨股票复牌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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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益达(002137)公布第四届董事会

第十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达意隆(002209)公布关于关于参股

子公司收到政府补助的公告。

滨江集团(002244)公布关于新增代

建项目的公告。

彩虹精化(002256)公布关于非公开

发行股票申请获得中国证监会发行审核

委员会审核通过的公告。

北新路桥(002307)公布关于“12北

新债” 票面利率不调整暨债券持有人回

售实施办法的第一次提示性公告)公布

海峡股份(002320)公布重大资产重

组进展公告。

天神娱乐(002354)公布关于控股股

东、实际控制人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的公

告。

雅克科技(002409)公布关于发行股

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进展的公告。

达实智能(002421)公布关于公司发

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

资金暨关联交易事项获得中国证监会核

准的公告。

康得新 (002450) 公布关于召开

201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宝莫股份 (002476) 公布关于召开

201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山西证券(002500)公布股票交易异

常波动公告。

骅威股份(002502)公布发行股份及

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实施

情况暨新增股份上市公告书（摘要）。

德力股份(002571)公布重要事项公

告。

雷柏科技(002577)公布关于筹划重

大资产重组的进展公告。

完美环球(002624)公布关于重大资

产重组的进展公告。

仁智油服(002629)公布重大事项停

牌进展公告。

扬子新材(002652)公布重大资产重

组停牌进展公告。

西部证券(002673)公布关于股票交

易异常波动的公告。

顺威股份(002676)公布关于《非公

开发行股票预案》的补充说明。

美盛文化(002699)公布关于股价异

动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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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

A28

摩根士丹利华鑫资

源优选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

A31

景顺长城稳定收益

债券型证券投资基

金

A26

上投摩根全球天然

资源股票型证券投

资基金

B012

交银施罗德上证

180

公司治理交易

型开放式指数证券

投资基金

B018

华商领先企业混合

型开放式证券投资

基金

B004

国投瑞银策略精选

灵活配置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

A29

诺安天天宝货币市

场基金

B013

宝盈睿丰创新灵活

配置混合型证券投

资基金

B016

新华财富金

30

天理

财债券型证券投资

基金

B003

华宝兴业稳健回报

灵活配置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

A30

德邦基金

B015

大成基金

B006

广发基金

B001

国开泰富基金

B005

华安基金

B008

海富通基金

B008

汇添富基金

B009

民生加银基金

B004

南方基金

B009

鹏华基金

B007

浦银安盛基金

B007

前海开源基金

B006

融通基金

B006

申万菱信基金

B011

泰达宏利基金

B007

天弘基金

B001

银华基金

B008

银河基金

B008

中欧基金

B006

招商基金

B006

上海东方证券资产

管理有限公司

B00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