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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披露

isclosure

D

关于

H

股分级份额与

H

股

A

份额

定期份额折算后复牌首日前收盘

价调整的风险提示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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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银华恒生中国企业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

同》的约定，银华恒生中国企业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

“本基金” ）以2015年12月1日为基准日，对该日交易结束后登记在

册的银华H股份额（基金代码：161831，场内简称：H股分级）、H股A

份额（基金代码：150175，场内简称：H股A）办理了定期份额折算业

务。对于定期份额折算的方法及相关事宜，详见2015年11月26日刊登

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及本基金管理人网站

上的《关于银华恒生中国企业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办理定期份额

折算业务的公告》。

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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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3日H股A即时行情显示的前收盘价为2015年12月

2日的H股A的份额净值（四舍五入至0.001元），即1.000元。由于H股

A折算前存在折价交易情形，2015年12月1日的收盘价为0.960元，扣

除本次定期折算的折算期间的约定应得收益后为0.898元，与2015年

12月3日的前收盘价存在较大差异，2015年12月3日当日可能出现交

易价格大幅波动的情形。

2015年12月3日H股分级即时行情显示的前收盘价为2015年12

月2日的H股分级的份额净值（四舍五入至0.001元），即0.901元。 由

于H股分级折算前存在溢价交易情形，2015年12月1日的收盘价为

0.927元， 扣除本次定期折算的折算期间的约定应得收益后为0.896

元， 与2015年12月3日的前收盘价可能存在一定差异，2015年12月3

日当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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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此公告。

银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5年12月3日

关于银华沪深

300

指数分级证券

投资基金定期份额折算结果及

恢复交易的公告

根据银华沪深3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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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本公司” ）以2015年12月1日为份额折算基准日，对本基金银华300

份额（场内简称：300分级，代码：161811）以及银华300A份额(场内

简称：银华300A，代码：150167)实施了定期份额折算，现将折算结果

及恢复交易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份额折算结果

2015年12月1日，场外银华300份额经折算后的份额数按截位法

保留到小数点后两位，舍去部分计入基金财产；银华300A份额、场内

银华3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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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份额折算比例按截位法精确到小数点后第9位，如

下表所示：

基金份额名称 折算前份额

折算前份额净值

（单位：元，四舍五

入至小数点后第三

位）

新增份额折算

比例

折算后份额

折算后份额

净值

场外银华300份额 98,299,038.64 0.953 0.030274469

101,274,989.83

（含所有新增场外份

额）

0.925

场内银华300份额 3,405,616.00 0.953 0.030274469

5,595,525.00

（含所有新增场内份

额）

0.925

银华300A份额 34,464,795.00 1.056 0.060548939

34,464,795.00

1.000

新增银华300份额：

2,086,806.00

注： 场外银华300份额经折算后产生新增的份额为场外银华300

份额； 场内银华300份额经折算后产生新增的份额为场内银华300份

额；银华300A份额经折算后产生新增的份额为场内银华300份额。

投资者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可查询经本基金注册登记人及本公

司确认的折算后份额。

二、恢复交易

自2015年12月3日起， 本基金恢复申购 （含定期定额投资）、赎

回、转托管和配对转换业务。

银华300A份额将于2015年12月3日上午9:30-10:30停牌一小

时，并将于2015年12月3日上午10:30复牌。

三、重要提示

（一）根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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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3日银华300A即时行情显示的前收盘价为2015

年12月2日的银华300A的份额净值（四舍五入至0.001元），即1.000

元。由于银华300A折算前存在折价交易情形，2015年12月1日的收盘

价为0.992元， 扣除本次定期折算的折算期间的约定收益后为0.936

元， 与2015年12月3日的前收盘价存在较大差异，2015年12月3日当

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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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本基金银华300A份额期末的约定应得收益折算为场内银

华300份额分配给银华300A份额的持有人，而银华300份额为跟踪沪

深300指数的基础份额，其份额净值将随市场涨跌而变化，因此银华

300A份额持有人预期收益的实现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其可能会承

担因市场下跌而遭受损失的风险。

（三） 由于银华300A份额经折算产生的新增场内银华300份额

数和场内银华300份额经折算后的份额数将取整计算（最小单位为1

份），舍去部分计入基金财产，持有极小数量银华300A份额或场内银

华300份额的持有人存在无法获得新增场内银华300份额的情况。

（四）投资者若希望了解基金定期份额折算业务详情,请登陆本

公司网站：www.yhfund.com.cn或者拨打本公司客服电话：400－

678－3333(免长途话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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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基

金管理人提醒投资者基金投资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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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投资者自行承

担。 投资有风险，决策须谨慎。

特此公告。

银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5年12月3日

关于银华中证转债指数增强分级

证券投资基金定期份额折算结果

及恢复交易的公告

根据银华中证转债指数增强分级证券投资基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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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银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以下简

称：“本公司” ）以2015年12月1日为份额折算基准日，对本基金银华

转债份额(场内简称：中证转债，代码：161826)以及转债A级份额(场内

简称：转债A级，代码：150143)实施了定期份额折算，现将折算结果及

恢复交易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份额折算结果

2015年12月1日，银华转债份额的场外份额经折算后的份额数按

截位法保留到小数点后两位，舍去部分计入基金财产；银华转债份额

的场内份额、转债A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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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额折算比例按截位法精确到小数点

后第9位，如下表所示：

基金份额名称 折算前份额

折算前份额净值

（单位：元，四舍五

入至小数点后第三

位）

新增份额折算

比例

折算后份额

折算后份额

净值

场外银华转债份额 114,531,424.94 1.127 0.009385446

115,606,353.44

（含所有新增场外份

额）

1.116

场内银华转债份额 17,412,668.00 1.127 0.009385446

20,630,009.00

（含所有新增场内份

额）

1.116

转债A级份额 227,771,969.00 1.015 0.013407780

227,771,969.00

1.000

新增银华转债份额：

3,053,916.00�

注： 场外银华转债份额经折算后产生新增的份额为场外银华转

债份额； 场内银华转债份额经折算后产生新增的份额为场内银华转

债份额； 转债A级份额经折算后产生新增的份额为场内银华转债份

额。

投资者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可查询经本基金注册登记人及本公

司确认的折算后份额。

二、恢复交易

自2015年12月3日起，本基金恢复赎回、转托管和配对转换业务。

本基金恢复申购业务的时间另行公告。

转债A级份额将于2015年12月3日上午9:30-10:30停牌一小

时，并将于2015年12月3日上午10:30复牌。

三、重要提示

（一）根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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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3日转债A级即时行情显示的前收盘价为2015年

12月2日的转债A级的份额净值（四舍五入至0.001元），即1.000元。

由于转债A级折算前存在折价交易情形，2015年12月1日的收盘价为

0.921元， 扣除本次定期折算的折算期间的约定收益后为0.906元，与

2015年12月3日的前收盘价存在较大差异，2015年12月3日当日可能

出现交易价格大幅波动的情形。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二）本基金转债A级份额期末的约定应得收益折算为场内银华

转债份额分配给转债A级份额的持有人，而银华转债份额为跟踪中证

转债指数的基础份额，其份额净值将随市场涨跌而变化，因此转债A

级份额持有人预期收益的实现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 其可能会承担

因市场下跌而遭受损失的风险。

（三）由于转债A级份额经折算产生的新增场内银华转债份额数

和场内银华转债份额经折算后的份额数将取整计算 （最小单位为1

份），舍去部分计入基金财产，持有极小数量转债A级份额或场内银

华转债份额的持有人存在无法获得新增场内银华转债份额的情况。

（四）投资者若希望了解基金定期份额折算业务详情,请登陆本

公司网站：www.yhfund.com.cn或者拨打本公司客服电话：400－

678－3333(免长途话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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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基

金管理人提醒投资者基金投资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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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投资者自行承

担。 投资有风险，决策须谨慎。

特此公告。

银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5年12月3日

关于转债

A

级份额定期份额折算后

复牌首日前收盘价调整的风险

提示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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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银华中证转债指数增强分级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

同》的约定，银华中证转债指数增强分级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

“本基金” ）以2015年12月1日为基准日，对该日交易结束后登记在

册的转债A级份额(场内简称：转债A级，代码：150143)办理了定期份

额折算业务。对于定期份额折算的方法及相关事宜，详见2015年11月

26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及本基金

管理人网站上的《关于银华中证转债指数增强分级证券投资基金办

理定期份额折算业务的公告》。

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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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3日转债A级即时行情显示的前收盘价为2015年12

月2日的转债A级的份额净值（四舍五入至0.001元），即1.000元。 由

于转债A级折算前存在折价交易情形，2015年12月1日的收盘价为

0.921元， 扣除本次定期折算的折算期间的约定收益后为0.906元，与

2015年12月3日的前收盘价存在较大差异，2015年12月3日当日可能

出现交易价格大幅波动的情形。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银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5年12月3日

关于中证

800A

份额定期份额

折算后复牌首日前收盘价调整的

风险提示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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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华中证800等权重指数增强分级证券投资基金基金

合同》的约定，银华中证800等权重指数增强分级证券投资基金（以

下简称“本基金” ）以2015年12月1日为基准日，对该日交易结束后

登记在册的中证800A份额(场内简称：中证800A，代码：150138)办理

了定期份额折算业务。 对于定期份额折算的方法及相关事宜， 详见

2015年11月26日刊登在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

报》及本基金管理人网站上的《关于银华中证800等权重指数增强分

级证券投资基金办理定期份额折算业务的公告》。

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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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3日中证800A即时行情显示的前收盘价为2015年

12月2日的中证800A的份额净值（四舍五入至0.001元），即1.000元。

由于中证800A折算前存在折价交易情形，2015年12月1日的收盘价

为0.961元， 扣除本次定期折算的折算期间的约定收益后为0.945元，

与2015年12月3日的前收盘价存在较大差异，2015年12月3日当日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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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此公告。

银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5年12月3日

关于银华恒生中国企业指数分级

证券投资基金定期份额折算结果

及恢复交易的公告

根据银华恒生中国企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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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银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以下简

称：“本公司” ）以2015年12月1日为份额折算基准日，对本基金银华

H股份额（基金代码：161831，场内简称：H股分级）以及H股A份额

（基金代码：150175，场内简称：H股A）实施了定期份额折算，现将折

算结果及恢复交易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 份额折算结果

2015年12月1日，银华H股份额的场外份额经折算后的份额数按

截位法保留到小数点后两位，舍去部分计入基金财产；银华H股份额

的场内份额、H股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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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份额折算比例按截位法精确到小数点

后第9位，如下表所示：

基金份额名称 折算前份额

折算前份额净值

（单位：元，四舍五

入至小数点后第

三位）

新增份额折算

比例

折算后份额

折算后份

额净值

场外银华H股份额 27,952,532.72 0.9232 0.035036869

28,931,901.94

（含所有新增场外份

额）

0.8919

场内银华H股份额 90,368,902.00 0.9232 0.035036869

208,024,680.00

（含所有新增场内份

额）

0.8919

H股A份额 1,633,843,677.00 1.0626 0.070073739

1,633,843,677.00

1.0001

新增银华H股份额：

114,489,535.00�

注：场外银华H股份额经折算后产生新增的份额为场外银华H股

份额；场内银华H股份额经折算后产生新增的份额为场内银华H股份

额；H股A份额经折算后产生新增的份额为场内银华H股份额。

投资者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可查询经本基金注册登记人及本公

司确认的折算后份额。

二、恢复交易

自2015年12月3日起， 本基金恢复申购 （含定期定额投资）、赎

回、转托管和配对转换业务。

H股分级、H股A份额将于2015年12月3日上午9:30-10:30停牌

一小时，并将于2015年12月3日上午10:30复牌。

三、重要提示

（一）根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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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3日H股A即时行情显示的前收盘价为2015年12

月2日的H股A的份额净值（四舍五入至0.001元），即1.000元。由于H

股A折算前存在折价交易情形，2015年12月1日的收盘价为0.960元，

扣除本次定期折算的折算期间的约定应得收益后为0.898元，与2015

年12月3日的前收盘价存在较大差异，2015年12月3日当日可能出现

交易价格大幅波动的情形。

2015年12月3日H股分级即时行情显示的前收盘价为2015年12

月2日的H股分级的份额净值（四舍五入至0.001元），即0.901元。 由

于H股分级折算前存在溢价交易情形，2015年12月1日的收盘价为

0.927元， 扣除本次定期折算的折算期间的约定应得收益后为0.896

元， 与2015年12月3日的前收盘价可能存在一定差异，2015年12月3

日当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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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本基金H股A份额期末的约定应得收益折算为场内银华H

股份额分配给H股A份额的持有人， 而银华H股份额为跟踪恒生中国

企业指数的基础份额，其份额净值将随市场涨跌而变化，因此H股A

份额持有人预期收益的实现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 其可能会承担因

市场下跌而遭受损失的风险。

（三） 由于H股A份额经折算产生的新增场内银华H股份额数和

场内银华H股份额经折算后的份额数将取整计算（最小单位为1份），

舍去部分计入基金财产， 持有极小数量H股A份额或场内银华H股份

额的持有人存在无法获得新增场内银华H股份额的情况。

（四）投资者若希望了解基金定期份额折算业务详情,请登陆本

公司网站：www.yhfund.com.cn或者拨打本公司客服电话：400－

678－3333(免长途话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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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基

金管理人提醒投资者基金投资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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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投资者自行承

担。 投资有风险，决策须谨慎。

特此公告。

银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5年12月3日

关于银华中证

800

等权重指数增强

分级证券投资基金定期份额折算

结果及恢复交易的公告

根据银华中证800等权重指数增强分级证券投资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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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本公司” ）以2015年12月1日为份额折算基准日，对本基金

银华800份额(场内简称：800分级，代码：161825)以及中证800A份额

(场内简称：中证800A，代码：150138)实施了定期份额折算，现将折算

结果及恢复交易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份额折算结果

2015年12月1日，场外银华800份额经折算后的份额数按截位法

保留到小数点后两位，舍去部分计入基金财产；银华800份额的场内

份额、 中证800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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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份额折算比例按截位法精确到小数点

后第9位，如下表所示：

基金份额名称 折算前份额

折算前份额净值

（单位：元，四舍五

入至小数点后第三

位）

新增份额折算

比例

折算后份额

折算后份额

净值

场外银华800份额 41,153,

615.47

1.167 0.006934293

41,438,986.69

（含所有新增场外份

额）

1.159

场内银华800份额 1,755,526.00 1.167 0.006934293

1,804,499.00

（含所有新增场内份

额）

1.159

中证800A份额 2,653,527.00 1.016 0.013868586

2,653,527.00

1.000

新增银华800份额：

36,800.00

注： 场外银华800份额经折算后产生新增的份额为场外银华800

份额； 场内银华800份额经折算后产生新增的份额为场内银华800份

额；中证800A份额经折算后产生新增的份额为场内银华800份额。

投资者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可查询经本基金注册登记人及本公

司确认的折算后份额。

二、恢复交易

自2015年12月3日起， 本基金恢复申购 （含定期定额投资）、赎

回、转托管和配对转换业务。

中证800A份额将于2015年12月3日上午9:30-10:30停牌一小

时，并将于2015年12月3日上午10:30复牌。

三、重要提示

（一）根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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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3日中证800A即时行情显示的前收盘价为2015

年12月2日的中证800A的份额净值（四舍五入至0.001元），即1.000

元。由于中证800A折算前存在折价交易情形，2015年12月1日的收盘

价为0.961元， 扣除本次定期折算的折算期间的约定收益后为0.945

元， 与2015年12月3日的前收盘价存在较大差异，2015年12月3日当

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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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本基金中证800A份额期末的约定应得收益折算为场内银

华800份额分配给中证800A份额的持有人，而银华800份额为跟踪中

证800等权重指数的基础份额， 其份额净值将随市场涨跌而变化，因

此中证800A份额持有人预期收益的实现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其可

能会承担因市场下跌而遭受损失的风险。

（三） 由于中证800A份额经折算产生的新增场内银华800份额

数和场内银华800份额经折算后的份额数将取整计算（最小单位为1

份），舍去部分计入基金财产，持有极小数量中证800A份额或场内银

华800份额的持有人存在无法获得新增场内银华800份额的情况。

（四）投资者若希望了解基金定期份额折算业务详情,请登陆本

公司网站：www.yhfund.com.cn或者拨打本公司客服电话：400－

678－3333(免长途话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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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基

金管理人提醒投资者基金投资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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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投资者自行承

担。 投资有风险，决策须谨慎。

特此公告。

银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5年12月3日

银华永兴纯债分级债券型发起式

证券投资基金分级运作期届满

并进行基金份额转换的提示性

公 告

根据 《银华永兴纯债分级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

同》（以下简称“基金合同” ）、《银华永兴纯债分级债券型发起式证

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更新）（以下简称“招募说明书” ）的有关

规定， 银华永兴纯债分级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代码：

161823，以下简称“本基金” ）的基金合同生效3年后的对应日为本

基金的分级运作期届满日，即2016年1月18日。

本基金分级运作期届满后，将根据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的规定

无需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 自动转换为上市开放式基金

（LOF）。 永兴A的基金份额持有人可在届时公告规定的时间内按照

公告规定的方式做出选择赎回永兴A份额。对于投资者持有到期的永

兴A、永兴B的基金份额将转换为上市开放式基金（LOF）的份额。 基

金名称变更为 “银华永兴纯债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LOF）” 。 其中，本基金永兴A将转为银华永兴纯债债券型发起式证

券投资基金（LOF）场外的C类份额，场外的永兴B份额将转为银华永

兴纯债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LOF）场外的A类份额，且均登

记在注册登记系统下；本基金场内的永兴B份额将转为银华永兴纯债

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LOF）场内的A类份额，仍登记在证券

登记结算系统下。

本基金分级运作期届满及基金份额转换的业务处理方案另行公

告。

特此公告。

银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5年12月3日

银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提请投资者及时更新已过期

身份证件或者身份证明文件的

公 告

尊敬的投资者：

根据自2007年8月1日起施行的《金融机构客户身份识别和客户

身份资料及交易记录保存管理办法》第二章第十九条规定：“在与客

户的业务关系存续期间， 金融机构应当采取持续的客户身份识别措

施，关注客户及其日常经营活动、金融交易情况，及时提示客户更新

资料信息。 ……客户先前提交的身份证件或者身份证明文件已过有

效期的，客户没有在合理期限内更新且没有提出合理理由的，金融机

构应中止为客户办理业务。 ”

根据上述规定，银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我公司” ）

提请投资者注意：如果您的身份证件或者身份证明文件已过有效期，

请及时到开立基金账户的机构办理身份证件或者身份证明文件更新

手续，以免影响交易。

如有疑问，请拨打我公司客户服务热线400-678-3333或登录我

公司网站www.yhfund.com.cn获取相关信息。

特此公告。

银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5年12月3日

备注：《金融机构客户身份识别和客户身份资料及交易记录保存

管理办法》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洗钱法》等法律规定，由中国

人民银行、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和

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制定并发布（中国人民银行、中国银行业监

督管理委员会、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

令［2007］第2号）。

关于银华

300A

份额定期份额

折算后复牌首日前收盘价调整的

风险提示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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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华沪深300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的约

定，银华沪深300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本基金” ）以

2015年12月1日为基准日， 对该日交易结束后登记在册的银华300A

份额(场内简称：银华300A，代码：150167)办理了定期份额折算业务。

对于定期份额折算的方法及相关事宜， 详见2015年11月26日刊登在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及本基金管理人网站上

的《关于银华沪深300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办理定期份额折算业务

的公告》。

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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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3日银华300A即时行情显示的前收盘价为2015年

12月2日的银华300A的份额净值（四舍五入至0.001元），即1.000元。

由于银华300A折算前存在折价交易情形，2015年12月1日的收盘价

为0.992元， 扣除本次定期折算的折算期间的约定收益后为0.936元，

与2015年12月3日的前收盘价存在较大差异，2015年12月3日当日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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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此公告。

银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5年12月3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