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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002518

证券简称：科士达 公告编号：

2015-069

深圳科士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管理层完成增持公司股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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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响应中国证监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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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监发[2015]51�号）文件精神，维护资本市场稳定，提振市场信

心，保护公司所有股东合法利益，深圳科士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

2015年7月9日披露了《关于公司管理层增持公司股票的公告》（公告编号：2015-028），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计划将陆续增持公司股份，其中公司董事、副总经理

李祖榆先生已于2015年8月21日通过定向资产管理计划完成增持，《关于公司管理层增持

公司股票的进展公告》内容详见2015年8月26日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近

日，其他相关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也已完成增持，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增持计划实施情况

增持人姓名 职务 增持股数（股） 增持金额（元） 增持时间 备注

张光华 副总经理 3,600 130,536 2015-12-18

杨戈戈

副总经理、 研发

总监

7,300 262,070 2015-12-25

林英 监事 3,900 139,620 2015-12-25

林英本人不持有公司股

票，以配偶赵平增持的

方式完成增持

林华勇 监事会主席 6,500 227,240 2015-12-29

截至公告日，公司计划增持公司股票的管理层已全部完成增持公司股票。

二、资金来源和增持方式

上述人员增持的资金来源为自筹资金，增持方式为通过二级市场竞价交易增持。

三、其他事项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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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级管

理人员增持公司的股票进行管理，并督促上述增持人严格按照有关规定买卖公司股票，不

进行内幕交易、敏感期买卖股份、短线交易。

2、本次增持行为不会导致公司股权分布不具备上市条件，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实

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特此公告。

深圳科士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证券代码：

002518

证券简称：科士达 公告编号：

2015-070

深圳科士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子公司通过高新技术企业

复审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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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科士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控股子公司深圳科士达新能源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科士达新能源” ）于近日收到由深圳市科技创新委员会、深圳市财政

委员会、深圳市国家税务局、深圳市地方税务局联合颁发的《高新技术企业证书》，证书编

号：GF201544200229，发证时间为2015年11月2日，有效期三年。

科士达新能源于2012年被认定为国家高新技术企业，有效期为三年，本次为有效期

届满后通过高新技术企业复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以及国家关于高新

技术企业的相关税收规定， 科士达新能源自通过高新技术企业复审当年起连续三年内

（2015年-2017年）将继续享受高新技术企业的相关优惠政策，即按15%的税率缴纳企业

所得税。

以上税收优惠政策不影响公司对2015年度经营业绩的预计。

特此公告。

深圳科士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关于农业银行开展基金定投及基金组

合申购费率优惠活动的公告

根据农银汇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与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农业银行"）签署的销售代理协议,在2016年1月1日-12月31日期间，客户新

签约办理基金定投（含智能定投）的，定投申购成功扣款一次后，从第二次自动申购开始

享有申购费率5折优惠；客户通过网上银行申购农业银行基金组合产品的，其申购费率享

有5折优惠；活动期间，原网上银行、掌上银行单笔申购基金的申购费率8折优惠活动保持

不变。

一、代销机构信息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北京市东城区建国门内大街69号

办公地址：北京市东城区建国门内大街69号

法定代表人：刘士余

客户服务电话：95599

网址：www.abchin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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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资者购买货币市场基金并不等于将资金作为存款存放在银行或

存款类金融机构。 敬请投资者于投资前认真阅读基金的《基金合同》和《招募说明书》等

法律文件，提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农银汇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5年12月31日

农银汇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指数熔断机制实施期间旗下部分基金

调整开放时间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2015年12月31日

依据上海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国金融期货交易所关于指数熔断的相关规

则、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关于指数熔断机制实施后公募基金行业相关配套工作安排

的通知》及相关基金基金合同等的规定，农银汇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我公

司” ）将在指数熔断实施期间调整旗下部分基金的开放时间。 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当发生指数熔断且上海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当日均恢复交易的，我公司

旗下所有公募基金的开放时间均不进行调整。

二、 当发生指数熔断且上海证券交易所和/或深圳证券交易所指数熔断至收盘的，不

同类型基金开放时间将依据基金的情况进行调整。 具体调整方案如下：

（一）我公司旗下的货币市场基金、理财债券基金及基金合同投资范围中不包含指数

熔断品种的其他债券型基金的开放时间不受指数熔断的影响， 基金开放时间不进行调整

（相关基金名单见附件1）。

（二）除上述基金外的股票型基金、混合型基金及基金合同投资范围中包含指数熔断

品种的债券型基金和其他基金将对开放时间进行调整（相关基金名单见附件2）：

1、 若上海证券交易所或深圳证券交易所正常交易日发生指数熔断且熔断至收盘的，

当日基金申购、赎回等业务的具体办理时间截至当日最后一次实施指数熔断的触发时间。

即：（1）对当日交易所实际收盘（指发生熔断且熔断至收盘的触发时间，下同）前提交的

申购、赎回、基金转换及定投等业务申请，按当日的申请处理。（2）对当日交易所实际收盘

后提交的申购、赎回、基金转换及定投等业务申请，将无法按照当日申请进行处理，相关基

金的基金合同另有约定的除外。

2、 若上海证券交易所或深圳证券交易所于交易日的9：30开始实施熔断至收盘的，除

基金合同另有约定或基金管理人另有公告外，按照以下规则处理：（1）投资者前一交易日

开放时间后至当日9：30期间提交的申购、赎回、基金转换及定投等业务申请，按当日的申

请处理；（2）投资者当日9：30之后提交的申购、赎回、基金转换及定投等业务申请，将无法

按照当日申请进行处理，相关基金的基金合同另有约定的除外。

3、对于沪深证券交易所因熔断规则导致收市时间不一致的按照孰早原则执行，即当

日两交易所较早收市的时间为基金当日开放时间的截止时间。

4、基金认购申请和分红方式变更等业务不受上述开放时间调整的影响。

我公司将在相关基金招募说明书定期更新时，对招募说明书相关内容进行更新。

重要提示：

1、依据目前相关交易所的规则，指数熔断期间交易所继续接受基金的场内申购赎回

申报，但申请应当以登记结算机构的确认结果为准。 因此，上述申购赎回申请在指数熔断

发生期间，存在被确认失败的可能，敬请投资者注意。

2、若未来出现新的证券/期货交易市场、证券/期货交易所交易时间变更、指数熔断规

则发生变化或其他特殊情况，我司将视情况对前述开放时间调整方案进行相应的调整，但

将在实施日前依照有关规定在指定媒介上公告。

3、上海证券交易所或深圳证券交易所发生指数熔断且指数熔断至收盘的，我司将在

公司网站及时发布相关公告， 说明受指数熔断影响的相关基金当日申购赎回等业务实际

办理时间的变化等事项； 如果届时发布的公告涉及具体基金当日申购赎回等业务办理时

间处理方式与上述处理方式不一致的，以届时公告的为准。

4、当发生指数熔断时，基金管理人可能根据基金合同的约定延缓支付基金赎回款，敬

请投资者注意。

5、 投资者可拨打本公司客户服务热线 （4006895599） 或登录本公司网站（www.

abc-ca.com）了解详情。

风险提示：

当发生指数熔断时，本基金管理人可能延缓支付基金赎回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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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金的过往业绩不代表其将来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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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年12月31日

附件1：

基金名称 基金简称 基金代码 基金类型

农银汇理货币市场证券投资基金 农银货币A/B 660007/660107 货币市场型

农银汇理7天理财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农银7天理财债券A/B 660016/660116 理财债券型

农银汇理14天理财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农银14天理财债券A/B 000322/000323 理财债券型

农银汇理红利日结货币市场基金 农银红利日结货币A/B 000907/000908 货币市场型

农银汇理天天利货币市场基金 农银天天利货币A/B 001991/001992 货币市场型

附件2：

基金名称 基金简称 基金代码 基金类型

农银汇理行业成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农银行业成长混合 660001 混合型

农银汇理恒久增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农银恒久增利债券A/C 660002/660102 债券型

农银汇理平衡双利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农银平衡双利混合 660003 混合型

农银汇理策略价值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农银策略价值混合 660004 混合型

农银汇理中小盘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农银中小盘混合 660005 混合型

农银汇理大盘蓝筹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农银大盘蓝筹混合 660006 混合型

农银汇理沪深300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农银沪深300指数 660008 股票型

农银汇理增强收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农银增强收益债券A/C 660009/660109 债券型

农银汇理策略精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农银策略精选混合 660010 混合型

农银汇理中证500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农银中证500指数 660011 股票型

农银汇理消费主题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农银消费主题混合 660012 混合型

农银汇理信用添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农银信用添利债券 660013 债券型

农银汇理深证100指数增强型证券投资基金 农银深证100指数 660014 股票型

农银汇理行业轮动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农银行业轮动混合 660015 混合型

农银汇理低估值高增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农银高增长混合 000039 混合型

农银汇理行业领先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农银行业领先混合 000127 混合型

农银汇理区间收益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 农银区间收益混合 000259 混合型

农银汇理研究精选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 农银研究精选混合 000336 混合型

农银汇理医疗保健主题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农银医疗保健股票 000913 股票型

农银汇理主题轮动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 农银主题轮动混合 000462 混合型

农银汇理信息传媒主题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农银信息传媒股票 001319 股票型

农银汇理工业4.0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 农银工业4.0混合 001606 混合型

兴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旗下基金调整开放时间的公告

依据上海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国金融期货交易所关于指数熔断的相关

规则、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关于指数熔断机制实施后公募基金行业相关配套工作

安排的通知》 及相关基金基金合同等的规定， 兴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我

司” ） 现对旗下相关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在开放日发生指数熔断时为投资者办理申

购、赎回、转换等销售业务（以下简称“申购、赎回等业务” ）的开放时间进行如下调整：

一、当发生指数熔断且上海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当日收盘前均恢复交易的，

我司旗下所有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的开放时间均不进行调整。

二、当发生指数熔断且上海证券交易所和/或深圳证券交易所指数熔断至收盘的，我

司旗下不同类型基金的开放时间将依据基金的情况进行调整。 具体调整方案如下：

（一）我司旗下的货币市场基金、理财债券基金及基金合同投资范围中不包含指数

熔断品种的其他债券型基金的开放时间不受指数熔断的影响， 基金开放时间不进行调

整。

适用基金范围如下。

序号 基金名称 基金简称 基金代码

1 兴业货币市场证券投资基金 兴业货币

A级：000721

B级：000722

2 兴业添天盈货币市场证券投资基金 兴业添天盈货币

A级：001624

B级：001625

3 兴业鑫天盈货币市场证券投资基金 兴业鑫天盈货币

A级：001925

B级：001926

4

兴业稳固收益一年理财债券型证券投资基

金

兴业稳固收益一年理财债券 001368

5

兴业稳固收益两年理财债券型证券投资基

金

兴业稳固收益两年理财债券 001369

6 兴业添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兴业添利债券 001299

7 兴业丰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兴业丰利债券 002268

（二）我司旗下混合型基金及基金合同投资范围中包含指数熔断品种的债券型基金

将对开放时间进行调整：

若上海证券交易所或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正常交易日发生指数熔断且指数熔断至收

盘的，申购赎回等业务的具体办理时间截至到当日最后一次指数熔断发生时止，即对当

日交易所提前停止交易时至15:00间提交的申购、赎回、基金转换（若开通）等业务申请，

将无法按照当日申购、赎回、基金转换（若开通）等业务申请进行处理。 对于上海、深圳证

券交易所因熔断规则导致收市时间不一致的，将按照孰早原则执行。 基金的认购和分红

方式变更都不受上述开放时间调整的影响。

适用基金范围如下：

序号 基金名称 基金简称 基金代码

1

兴业多策略灵活配置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

资基金

兴业多策略混合 000963

2 兴业聚利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兴业聚利灵活配置混合 001272

3 兴业聚优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兴业聚优灵活配置混合 001321

4 兴业聚惠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兴业聚惠灵活配置混合 001547

5

兴业国企改革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

金

兴业国企改革混合 001623

6 兴业收益增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兴业收益增强债券

A级：001257

C级：001258

（三）除上述（一）、（二）以外的我司旗下基金合同投资范围中包含指数熔断品种

的定期开放基金在开放期的开放时间作如下调整：

1、 投资者在开放期的开放日当日交易所提前停止交易时至15:00间提交的申购、赎

回等业务申请，按上述（二）项下的调整方案办理。

2、 如基金开放期最后一日发生指数熔断且有投资者在当日交易所提前停止交易时

至15:00间提交申购、赎回等业务申请的，基金开放期顺延一天。

适用基金范围如下：

序号 基金名称 基金简称 基金代码

1 兴业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兴业定开债券 000546

2 兴业年年利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兴业年年利定开债券 001019

（四）若我司根据相关基金合同的约定，为保护基金份额持有人的利益，决定在熔断

当日暂停相关基金的估值，则当天的申购、赎回等业务将全部暂停。 若出现该等情形，基

金管理人届时将发布暂停估值及暂停申购、赎回等业务的公告，敬请投资者留意。

重要提示：

1、本公告所称的指数熔断当日15:00前恢复或指数熔断至收盘的具体情况与提前停

止交易时间以上海证券交易所或深圳证券交易所的公告为准。 上海证券交易所或深圳证

券交易所发生指数熔断且指数熔断至收盘的， 我司将在公司网站及时发布相关公告，说

明受指数熔断影响的相关基金当日申购赎回等业务实际办理时间的变化等事项。

2、销售机构对申购、赎回等业务申请的受理并不代表该申请一定成功，而仅代表销

售机构确实接收到该申请。 申购、赎回等业务申请的确认以基金登记机构的确认结果为

准。 对于申请的确认情况，投资者应及时查询。

3、若未来出现新的证券/期货交易市场、证券/期货交易所交易时间变更、指数熔断规

则发生变化、监管部门有新的业务规则或其他特殊情况，我司将视情况对前述开放时间

调整方案进行相应的调整，但应在实施日前依照有关规定在指定媒介上公告。

4、本次调整方案所涉及的基金招募说明书更新相关内容，将在更新招募说明书时一

并予以调整，敬请投资者留意。 投资人办理基金交易等相关业务前，应仔细阅读各基金的

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及其更新、风险提示及相关业务规则和操作指南等文件。

5、投资人可通过本公司客户服务电话：【40000-95561】（免长途话费）或登录本公

司网站【www.cib-fund.com.cn】了解详情。

风险提示：

当发生指数熔断时，本基金管理人可能延缓支付基金赎回款。

基于发生指数熔断系盘中紧急情形，本基金管理人将尽最大努力就当日基金开放时

间调整（如有）在公司网站及时发布相关公告，但公告时间仍可能较该熔断发生时间有

一定滞后。 敬请投资者密切关注相关证券交易所、本基金管理人发布的相关公告，理解当

日基金开放时间调整对自身已提交业务申请有效性的影响，并据此审慎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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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金的过往业绩不代表其将来表现。 投资有风险，敬请

投资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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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兴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5年12月31日

证券代码：

002325

证券简称：洪涛股份 公告编号：

2015－082

深圳市洪涛装饰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中标通知书》及签订工程《施工合同》的公告

特别提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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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日，深圳市洪涛装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洪涛股份” ）收到武汉

华为投资有限公司、腾讯科技（深圳）有限公司、中国建筑第八工程局有限公司、合肥工

业大学智能制造技术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华为技术有限公司、华为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郑州日产汽车有限公司、浙江西子宾馆、北京华润新镇置业有限责任公司、梁山富源大酒

店有限公司、苏州晶汇置业有限公司传来的《中标通知书》，并与青海隆丰房地产开发有

限公司、青海莱麦丹工商贸有限公司及杭州富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签订《施工合同》。

一、交易双方及项目基本情况

单位：万元

序号 交易双方 项目名称 项目金额

1 洪涛股份与武汉华为投资有限公司

华为武汉研发生产项目 （一期）

北区标段

12,515.2769

2 洪涛股份与腾讯科技（深圳）有限公司

腾讯滨海大厦之精装修专业分包

工程三标段（南塔低区办公层）

10,137.3926

3 洪涛股份与青海隆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青海省西宁市南门大世界 20,000.0000

4 洪涛股份与青海莱麦丹工商贸有限公司 青海莱云国际大厦 17,000.0000

5 洪涛股份与中国建筑第八工程局有限公司

尼山圣境工程儒宫室内精装修工

程-C标段

5,000.0000

6

洪涛股份与合肥工业大学智能制造技术研究院有限

责任公司

合肥工业大学智能制造技术研究

院内外装饰施工1标段项目

5,374.4315

7 洪涛股份与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深圳华为电气生产园 5,143.7824

8 洪涛股份与华为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华为松山湖终端项目一期 24,493.1534

9 洪涛股份与郑州日产汽车有限公司

郑州日产汽车有限公司研发中心

建设项目研发楼A、B座室外装饰

工程

3,816.96

10 洪涛股份与浙江西子宾馆

浙江西子宾馆整治改造项目宴会

厅室内装饰工程

4,208.9125

11 洪涛股份与北京华润新镇置业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市海淀区橡树湾B4地块1号

楼精装修供应及安装工程（第二

标段）

4,537.8509

12 洪涛股份与梁山富源大酒店有限公司

山东梁山富源国际酒店装饰及安

装工程

8,000.0000

13 洪涛股份与杭州富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杭州富力余政储出[2015]51号二

期项目精装修工程

2,772.5321

14 洪涛股份与苏州晶汇置业有限公司

江苏省苏州市苏州中心广场项目

（内圈） 商业购物中心精装修工

程一标段

5,978.6380

合计 128,978.9303

二、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中标金额共计128,978.9303万元， 占公司2014年度经审计营业总收入的

38.02%，上述项目执行不影响公司业务的独立性，对公司经营业绩产生较为积极的影响。

三、项目执行的风险提示

目前，除青海省西宁市南门大世界、青海莱云国际大厦、杭州富力余政储出[2015]51

号二期项目精装修工程等三个项目外，公司暂未就其他项目签订正式合同，合同条款尚

存在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深圳市洪涛装饰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5年12月30日

前海开源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旗下部分开放式基金

在发生指数熔断情形时相关业务处理规则的公告

自2016年1月1日起，上海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及中国金融期货交易所将正式

实施指数熔断机制。 为配合指数熔断机制的实施，确保前海开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本基金管理人” ）在指数熔断机制实施后的平稳运作，保护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现

就本基金管理人旗下部分开放式基金在指数熔断机制实施后相关业务处理规则公告如

下：

一、指数熔断后基金申购、赎回、转换等业务处理规则

1、如当日指数发生可恢复熔断（即指数熔断后当日恢复交易），则当日的申购、赎回、

定投、转换等交易类相关业务视同未发生指数熔断的情况处理，相关业务办理规则与办理

时间不做调整。

2、若当日指数发生不可恢复熔断（即指数熔断至收市），该指数熔断时点记为T时刻，

则投资者在T时刻后提交的申购、赎回、定投、转换等交易类业务申请将视为下一开放日的

申请，可于下一开放日的开放时间内办理撤单。 发生该类指数熔断情况，直销渠道和代销

渠道具体操作如下：

（1）投资人通过基金管理人直销渠道办理基金申购、赎回或转换等交易类业务申请，

若申请时间早于T时刻，则按照当日申请进行处理；若申请时间晚于当日T时刻，则视为下

一个开放日的申购、赎回或转换等交易类业务申请，其基金份额申购、赎回价格为下一开

放日基金份额申购、赎回的价格，投资人可以在下一个开放日的开放时间内办理撤单。 申

请时间以基金管理人直销系统记录为准。

（2）投资人通过代销机构办理基金申购、赎回及转换等交易类业务申请，代销机构依

据投资人提出申请的时间进行判断，若申请时间早于当日T时刻，则按照当日申请进行处

理；若申请时间晚于当日T时刻，则视为下一个工作日的申购、赎回或转换等交易类业务申

请，投资人可以在下一个工作日的开放时间内办理撤单。 申请时间以代销机构系统记录为

准。 如代销机构未做上述业务判断， 基金管理人将依据代销机构发来的申请时间进行判

断，申请时间早于当日T时刻，则按照当日申请进行处理；如申请时间晚于当日T时刻，则确

认申请失败。

3、如指数熔断跨越14点57分，导致上海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时间不一致

的，本基金管理人将根据“孰早原则”确定当日基金申购赎回转换业务的截止时间。

4、本基金管理人旗下分级基金份额配对转换业务（含分拆与合并）的办理按照具体

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含更新）的规定及基金上市的证券交易所相关业务规则执

行，指数熔断期间，场内分级基金的合并与拆分业务不受熔断机制影响。

二、适用基金

基金名称 基金代码

前海开源事件驱动灵活配置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A/C A类份额：000423/C类份额：001865

前海开源可转债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000536

前海开源中证军工指数型证券投资基金A/C A类份额：000596/C类份额：002199

前海开源沪深300指数型证券投资基金 000656

前海开源大海洋战略经济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00690

前海开源新经济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00689

前海开源中国成长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00788

前海开源股息率100强等权重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000916

前海开源睿远稳健增利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C A类份额：000932/C类份额：000933

前海开源大安全核心精选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00969

前海开源中证大农业指数增强型证券投资基金 001027

前海开源高端装备制造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01060

前海开源工业革命4.0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01103

前海开源中航军工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 164402

前海开源中证健康产业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 164401

前海开源优势蓝筹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A/C A类份额：001162/C类份额：001638

前海开源一带一路主题精选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C A类份额：001209/C类份额：002080

前海开源国家比较优势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01102

前海开源再融资主题精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001178

前海开源中证大农业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 164403

前海开源清洁能源主题精选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01278

前海开源金银珠宝主题精选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C A类份额：001302/C类份额：002207

前海开源中国稀缺资产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C A类份额：001679/C类份额：002079

前海开源沪港深蓝筹精选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01837

前海开源强势共识100强等权重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001849

本基金管理人未来新发行的基金产品如投资范围涉及股票、基金、可转换公司债券、

可交换公司债券等受指数熔断机制影响的投资标的， 相关基金产品的相关业务处理规则

按照本公告内容规定执行，不再另行公告。

三、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1、本公告解释权归本基金管理人。

2、若指数熔断导致上海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提前收市，本基金管理人将以上

海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提前收市时间作为当日申购、赎回、定投、转换等业务截止

时间，并通过本基金管理人网站发布公告，对当日申购、赎回等业务实际办理时间等事项

予以说明。

3、公告未尽事宜，以法律法规、交易所业务规则、基金合同和招募说明书规定的内容

为准。

4、投资者可以拨打本基金管理人客服热线（4001-666-998）或登录本基金管理人网

站（www.qhkyfund.com）了解相关信息。

特此公告

前海开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5年12月31日

证券代码：

002373

证券简称：千方科技 公告编号：

2015-094

北京千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与华夏幸福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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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协议签署情况

北京千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近日与华夏幸福基业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华夏幸福” ）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 现就具体事项公告如下:

1、本协议为战略合作框架协议，无需提交董事会审议。

2、本协议签订后即正式生效。

3、协议的履行存在受不可抗力因素影响所造成的风险以及合作进度不及预期的风

险。

4、本协议签订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

重大资产重组。

5、本协议的签署不会对千方科技2016年业绩产生重大影响，请投资者理性投资。

二、合作方介绍

1、基本情况：

华夏幸福创立于1998年，是中国领先的产业新城运营商，截至2015年三季度末，华夏

幸福总资产规模达到1477亿元。华夏幸福致力于成为全球产业新城的引领者，以产业新城

为核心产品，在“以人为本、创新驱动” 的理念之下，创新升级“政府主导、企业运作、合作

共赢” 的市场化运作模式，通过环境创新、平台创新、金融创新、产业创新等手段，构建生态

绿色的城市底板，铸就创新驱动的发展内核，打造产业集群集聚的抓手，建设以人为本的

幸福城市载体。 目前，华夏幸福的事业版图主要布局于京津冀、长江经济带和沈阳都市圈，

遍布北京、河北、上海、辽宁、江苏、浙江、四川等地，在全国20余个区域投资开发运营超过

30个项目。

华夏幸福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2、华夏幸福最近三个会计年度未与上市公司发生过任何交易。

三、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合作基础

双方将结合各自的主营业务优势， 以联合打造智慧交通平台为切入点， 探索智慧交

通、智慧社区、智慧物流、工业物联网以及智慧城市其它领域的深入合作，打造智慧城市趋

势下的新型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达到各方共同获益、共同发展的目的。

(二)合作内容和模式

以双方认可的区域和产业布局为基础，利用双方主营业务优势，共同推动双方业务发

展。

1、双方拟有序推进多种形式的项目合作，以智慧交通体系的建设与运营为切入点，融

合“互联网+” 的业务模式，合作打造智慧交通产业生态体系，促进华夏幸福下属各产业新

城智慧交通创新发展。双方将以“固安智慧交通”项目为合作起点，逐步推进“固安智慧城

市” 总体规划，实现智慧交通、智慧物流园区、智慧社区等平台示范项目在固安落地，推进

智慧固安交通平台数据中心项目落地。

2、公司拟积极为华夏幸福下属各产业新城交通体系的建设与运营需求提供有竞争力

的解决方案，积极协同华夏幸福及下属企业共同拓展产业新城市场与相关智慧城市业务。

3、公司拟依托华夏幸福在京津冀城市圈广泛布局的产业新城版图和资源，把握京津

冀协同发展国家战略机遇， 双方合作研发并提供面向京津冀城市圈的核心城市与节点城

市之间以及各节点城市之间的城际智慧交通解决方案（包括但不限于高速公路、铁路、轨

道交通等方面）

4、公司拟积极协助华夏幸福推进产业新城智慧社区服务体系建设，结合华夏幸福下

属产业新城已有的社区资源和公司的交通信息服务、 票务服务资源， 从交通出行信息服

务、用车服务、火车飞机票务、目的地接驳、停车服务等方面提供全套的建设及运营管理的

解决方案，共同推进项目落地实施。

5、双方拟积极为华夏幸福下属产业园区企业的智慧化生产需求提供面向“中国制造

2025” 产业发展方向的针对性的工业级物联网解决方案，并提供物联网方案的验证实施和

实施服务等物联网相关产品。

6、 双方将在包括但不限于产业园智慧物流以及智慧城市其他领域开展更深入的合

作。

四、协议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1、公司致力于提供智慧交通解决方案、综合交通服务及运营，该协议的签署不会导致

公司业务方面的重大变化。

2、通过与华夏幸福签订该协议，双方主要就华夏幸福下属各产业新城和产业园区的

交通体系信息化建设建立战略合作关系。 公司通过为华夏幸福下属产业新城已有的社区

资源和产业园区资源提供交通信息服务、票务服务，进一步实现公司在京津冀城市圈提供

交通出行一体化信息服务、用车服务、火车飞机票务、目的地接驳、停车服务等全套建设及

运营管理的解决方案的落地。 签订该协议是公司稳步推进交通信息一体化建设、实现公司

内部“大交通”数据变现的又一实例。

3、该协议的签署不会影响公司业务独立性，公司主要业务亦不会因履行该协议而对

华夏幸福形成依赖。

五、风险提示

1、该协议的签署不会对公司2016年业绩产生重大影响，敬请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

资风险。

2、本次合作协议仅为框架性协议，是双方就项目合作达成的初步共识，具体投资规

模、项目实施等事宜尚需双方进一步协商确定，正式的项目协议尚未签署，正式合同签订

时间、合同具体内容仍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

3、协议的履行存在受不可抗力因素影响所造成的风险以及合作进度不及预期的风

险。

六、其他事项

公司将按照《公司章程》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披露要求，根据双方后续合作的进展情

况及时发布进展公告。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为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

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公司在上述媒体刊登的公告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

资风险。

七、备查文件目录

1、北京千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与华夏幸福基业股份有限公司签署的《战略合作框架

协议》。

特此公告。

北京千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12月31日

上海东方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在指数熔断实施期间调整旗下部分基金开放

时间的公告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国金融期货交易所关于指数熔断的相关规

则、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关于指数熔断机制实施后公募基金行业相关配套工作安排

的通知》及相关基金基金合同等的规定，上海东方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我

司” ）现对旗下相关公募基金或因指数熔断而调整开放时间的有关事项予以公告。

一、当发生指数熔断且上海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当日均恢复交易的，我司旗下

所有公募基金的开放时间均不进行调整。

二、当发生指数熔断且上海证券交易所和/或深圳证券交易所指数熔断至收盘的，不同

类型基金开放时间将依据基金的情况进行调整。 具体调整方案如下：

（一） 我司旗下基金合同投资范围中不包含指数熔断品种的债券型基金的开放时间

不受指数熔断的影响，基金开放时间不进行调整。

（二）定期开放基金的开放时间以我司届时公告为准。

（三）除上述基金外的混合型基金及基金合同投资范围中包含指数熔断品种的债券型

基金（具体适用基金范围详见后附“适用基金范围” ）将对开放时间进行调整：

1、 上海证券交易所或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正常交易日发生指数熔断且指数熔断至收盘

的，当日交易所提前停止交易时至15:00间提交的申购、赎回等业务申请将无法按照当日

有效申请进行确认，具体处理方式另行公告或详见实际熔断当日管理人网站公告。 基金认

购和分红方式变更不受上述开放时间调整的影响。

2、对于上海、深圳证券交易所因熔断规则导致收市时间不一致的，相关基金的开放时

间调整遵循孰早原则。

3、相关法律法规及自律规则另有规定或基金合同另有约定的除外。

三、指数熔断触发后，我司在综合考虑跨品种、跨市场及跨境套利等因素的基础上，为

保护长期基金份额持有人的利益，经与基金托管人协商一致后，可以根据法律法规、基金合

同及自律规则的规定，暂停当日基金估值、暂停办理基金申购、赎回等业务。

重要提示：

1、上海证券交易所或深圳证券交易所实际发生指数熔断导致提前停止交易当日，我司

将在公司网站及时发布相关公告，说明受指数熔断影响的相关基金当日申购赎回等业务实

际办理时间的变化等事项；如果届时发布的公告涉及具体基金当日申购赎回等业务办理时

间处理方式与上述处理方式不一致的，以届时公告的为准。

2、若未来出现新的证券/期货交易市场、证券/期货交易所交易时间变更、指数熔断规

则发生变化或其他特殊情况， 我司将视情况对前述开放时间调整方案进行相应的调整，但

应在实施日前依照有关规定在指定媒介上公告。

3、本次调整方案所涉及的基金招募说明书更新相关内容（如有），将在更新招募说明

书时一并予以调整，敬请投资者留意。投资者办理基金交易等相关业务前，应仔细阅读各基

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及其更新、风险提示及相关业务规则等文件。

4、 投资者可通过本公司客户服务电话4009200808或登录本公司网站www.dfham.

com了解详情。

5、有关本次业务的具体规定如有变化，敬请投资者留意本公司的有关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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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基金的过往业绩不代表其将来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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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适用基金范围

序号 基金名称 基金代码

1 东方红新动力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00480

2 东方红产业升级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00619

3 东方红睿丰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69101

4 东方红睿阳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69102

5 东方红睿元三年定期开放灵活配置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000970

6 东方红中国优势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01112

7 东方红领先精选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01202

8

东方红稳健精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

金

东方红稳健精选混合A 001203

东方红稳健精选混合C 001204

9

东方红策略精选灵活配置混合型发

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东方红策略精选混合A 001405

东方红策略精选混合C 001406

10 东方红京东大数据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01564

11 东方红优势精选灵活配置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001712

12

东方红收益增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

金

东方红收益增强债券A 001862

东方红收益增强债券C 001863

13 东方红信用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东方红信用债债券A 001945

东方红信用债债券C 001946

上海东方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15年12月3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