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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盈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旗下部分基金

在指数熔断机制下调整开放时间的公告

2015年12月4日，经中国证监会同意，上海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国

金融期货交易所正式发布指数熔断相关规定，并将于2016年1月1日起正式实施。

为配合指数熔断机制的推出，确保宝盈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为“本公

司” ）旗下公募基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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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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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就旗下基金开放时间的调

整公告如下：

一、基金开放时间调整原则

1、若发生指数熔断且上海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均恢复交易的，本公司

旗下所有基金的开放时间均不受影响。

2、若发生指数熔断且上海证券交易所或深圳证券交易所熔断至收盘的，本公司

将以沪深交易所提前收市时间作为当日受熔断机制影响基金的申赎类业务办理的

截止时间。 投资人于当日交易所提前停止交易时至15:00间对本公司旗下部分基金

提交的申赎类业务申请，将无法按照当日的申赎类业务申请进行处理。

3、对于沪深交易所因熔断规则导致收市时间不一致的，本公司旗下部分开放式

基金的开放时间调整遵循“孰早原则” ，即开放截止时间以较早收市的交易所交易

时间为准。

二、适用基金

截至公告日，本公司旗下受指数熔断机制影响的基金如下：

表1：适用基金

序号 基金全称 基金代码

1

宝盈鸿利收益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213001

2

宝盈泛沿海区域增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213002

3

宝盈策略增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213003

4

宝盈资源优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213008

5

宝盈增强收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213007

（

A

类

）

213907

（

B

类

）

213917

（

C

类

）

6

宝盈核心优势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213006

（

A

类

）

000241

（

C

类

）

7

宝盈中证

100

指数增强型证券投资基金

213010

8

宝盈新价值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00574

9

宝盈祥瑞养老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00639

10

宝盈科技

30

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00698

11

宝盈睿丰创新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00794

（

A

类

）

000795

（

B

类

）

000796

（

C

类

）

12

宝盈先进制造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00924

13

宝盈新兴产业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01128

14

宝盈转型动力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01075

15

宝盈祥泰养老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01358

16

宝盈优势产业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01487

17

宝盈新锐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01543

18

宝盈医疗健康沪港深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001915

本公司将在上述基金招募说明书定期更新时， 对招募说明书相关内容进行修

改。

未来如有新增适用该项规则的基金，以本公司届时相关公告或基金法律文件规

定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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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管理人有权根据届时有效的交易所业务规则

以及基金法律文件要求调整受指数熔断机制影响的基金品种和业务处理规则，并依

照《信息披露办法》的有关规定在指定媒介上公告。

三、重要提示

1、若主要交易所实际发生指数熔断导致收市时间提前，本公司将通过公司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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赎类业务实际办理时间

调整等事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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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当日交易所提前停止交易时至15:00间提交的申赎类业务申请，根据销

售机构是否于当日将此类业务申请上传给基金注册登记机构，本公司将采取全部确

认失败或作为下一开放日申请的不同处理方式，敬请投资人注意两种处理方式对申

请确认和相关资金冻结/解冻的不同影响。

3、当发生指数熔断时，本公司可以根据基金合同的约定延缓支付基金赎回款。

4、本公司旗下基金的认购与分红方式变更不受上述开放时间调整的影响。

5、投资人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详情：

网站：www.byfunds.com

客户服务电话：400-8888-300（免长途话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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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不保证最低利益。 投资人投资于本公司旗下开放式基金前应

认真阅读相关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 敬请投资人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宝盈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5年12月31日

宝盈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旗下部分基金

在指数熔断机制下相关业务处理规则的告知函

各位合作伙伴：

为配合指数熔断机制的推出，本公司就相关业务处理规则告知如下：

本公司旗下基金开放时间的调整原则： 若发生指数熔断且上海证券交易所、深

圳证券交易所均恢复交易的，本公司旗下所有基金的开放时间均不受影响；若发生

指数熔断且上海证券交易所和（或）深圳证券交易所熔断至收盘的，投资人于当日

交易所提前停止交易时至15:00间对本公司旗下部分基金提交的申赎类业务申请，

将无法按照当日的申赎类业务申请进行处理。 其中，如由于交易所交易规则导致主

要交易所的收市时间不一致的， 本公司旗下部分开放式基金的开放时间调整遵循

“孰早原则” ，即开放截止时间以较早收市的交易所交易时间为准。

在基金开放日交易所触发指数熔断且熔断至收市情况下，我公司旗下受指数熔

断机制影响的基金（表1）申赎类业务处理规则调整如下：

T日（基金开放日）交易所触发指数熔断且熔断至收市的，以熔断触发时点为

界， 前一开放日15:00后至熔断触发时点前提交的申赎类业务申请按照T日申请处

理，熔断触发时点（含）后至当日15:00（含）提交的申赎类业务申请按照T+1日

（下一开放日）申请处理，投资人可以在T+1日（下一开放日）开放时间内撤单。

我公司将于2016年1月1日前通过指定媒介发布调整开放时间的公告。 此后，在

指数熔断实际发生当日，我公司将在网站发布公告说明当日我公司旗下开放式基金

申购、赎回等业务实际办理时间的变化等事项。

为实现上述业务规则的调整，需要请贵公司配合完成如下事项：

1、 在交易所发生指数熔断且熔断至收市情形的T日， 请勿将熔断触发时点

（含）后至当日15:00收到的我公司基金（货币市场基金除外）申赎类业务申请数

据传送给我公司。 以熔断发生为时间节点，熔断后的申请为盘后申请，按T+1日申请

处理，投资者可在T+1日收盘前撤单。 若该部分申请数据仍在当日误传送至我公司，

将会被确认失败，从而影响投资者办理撤单，且资金将按照确认失败退款规则执行。

2、请将当日生成的定期定额申购申请时间标记为当日9:30前（不含9:30），以

确保不受当日指数熔断触发时点的影响。

3、 我公司在指数熔断实际发生日将发布业务实际办理时间变化公告，届时会

通过邮件或其他有效方式履行通知义务告知贵公司，请指定公告接收联系人及时查

收我公司公告并配合实行。

相关业务联系人：

代销业务：余曼曼 电话：0755-83275081� �邮箱：yumm@byfunds.com

王婧 电话：0755-83275146� �邮箱：wangj@byfunds.com

登记业务：陈静瑜 电话：0755-83275133� �邮箱：chenjy@byfunds.com

附录：

表1：适用基金

序号 基金全称 基金代码

1

宝盈鸿利收益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213001

2

宝盈泛沿海区域增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213002

3

宝盈策略增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213003

4

宝盈资源优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213008

5

宝盈增强收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213007

（

A

类

）

213907

（

B

类

）

213917

（

C

类

）

6

宝盈核心优势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213006

（

A

类

）

000241

（

C

类

）

7

宝盈中证

100

指数增强型证券投资基金

213010

8

宝盈新价值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00574

9

宝盈祥瑞养老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00639

10

宝盈科技

30

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00698

11

宝盈睿丰创新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00794

（

A

类

）

000795

（

B

类

）

000796

（

C

类

）

12

宝盈先进制造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00924

13

宝盈新兴产业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01128

14

宝盈转型动力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01075

15

宝盈祥泰养老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01358

16

宝盈优势产业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01487

17

宝盈新锐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01543

18

宝盈医疗健康沪港深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001915

诺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指数熔断机制对旗下公募基金业务规则影响的公告

2015年12月4日，经中国证监会同意，上海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

所及中国金融期货交易所发布指数熔断相关规定， 并将于2016年1月1日

起正式实施。 为配合指数熔断机制的推出，确保公募基金在指数熔断机制

实施后平稳运作，保护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 诺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基金管理人” 或“本公司” ）将指数熔断机制实施后对公司旗下

公募基金业务规则影响说明如下：

一、指数熔断对开放日基金申购赎回转换等业务时间的影响

（1）若发生指数熔断且上海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均恢复交易

的，本公司旗下所有基金的开放时间均不受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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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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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换及定投等业务截止时间，具体时间以基金管理人届时发布的

公告为准。

（3）对上海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因熔断规则导致收市时间不

一致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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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举例：如某交易日14点58分，沪深300指数涨幅第一次触及

5%，则依据指数熔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当日收市时间为14点58分，深

圳证券交易所由于进入集合竞价阶段，收市时间仍为15点。 依据“孰早原

则” ，基金管理人确定当日基金申购赎回转换业务截止时间为14点58分。

二、受指数熔断影响的基金类型

（1）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及中国金融期货交易所发

布的指数熔断业务规则受熔断机制影响的品种，基金管理人现阶段将旗下

的股票型基金（不含股票型ETF）、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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定为受熔断机制影响的基金，即指数熔断

导致上海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提前收市，上述基金（LOF基金包

括场内场外）当日申购赎回转换等业务截止时间将会提前。 受熔断机制影

响的具体基金名称如下（截止时间2015年12月31日）：

序号 基金名称 基金代码

1

诺安平衡证券投资基金

320001

2

诺安先锋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320003

3

诺安优化收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320004

4

诺安价值增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320005

5

诺安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320006

6

诺安成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320007

7

诺安增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A 320008

8

诺安增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B 320009

9

诺安中证

100

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320010

10

诺安中小盘精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320011

11

诺安主题精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320012

12

诺安上证新兴产业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

320014

13

诺安保本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320015

14

诺安多策略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320016

15

诺安汇鑫保本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320020

16

诺安双利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320021

17

诺安新动力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320018

18

诺安研究精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320022

19

诺安鸿鑫保本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00066

20

诺安优势行业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A 000538

21

诺安优势行业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C 002053

22

诺安稳健回报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A 000714

23

诺安稳健回报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C 002052

24

诺安新经济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000971

25

诺安永鑫收益一年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000510

26

诺安裕鑫收益两年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001020

27

诺安低碳经济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001208

28

诺安中证

500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

001351

29

诺安创新驱动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A 001411

30

诺安创新驱动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C 002051

31

诺安先进制造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001528

32

诺安利鑫保本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02137

33

诺安景鑫保本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02145

34

诺安中证创业成长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

163209

（2）货币市场基金、短期理财债券基金、纯债基金、股票型ETF以及不

参与境内股票、可转债、可交换债券投资的QDII基金不受指数熔断机制的

影响，即指数熔断导致上海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提前收市，上述基

金当日申购赎回转换等业务截止时间不会提前。不受熔断机制影响的具体

基金名称如下（截止时间2015年12月31日）：

序号 基金名称 基金代码

1

诺安货币市场基金

A 320002

2

诺安货币市场基金

B 320019

3

诺安全球黄金证券投资基金

320013

4

诺安全球收益不动产证券投资基金

320017

5

诺安聚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A 000736

6

诺安聚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C 000737

7

诺安信用债券一年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000151

8

诺安稳固收益一年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000235

9

诺安泰鑫一年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A 000201

10

诺安泰鑫一年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C 001964

11

诺安纯债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A 163210

12

诺安纯债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C 163211

13

诺安油气能源股票证券投资基金

（

LOF

）

163208

14

中小板等权重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159921

15

诺安上证新兴产业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510260

16

诺安中证

500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510520

17

诺安天天宝货币市场基金

A 000559

18

诺安天天宝货币市场基金

E 000560

19

诺安天天宝货币市场基金

B 000625

20

诺安天天宝货币市场基金

C 000818

21

诺安理财宝货币市场基金

A 000640

22

诺安理财宝货币市场基金

B 000641

23

诺安理财宝货币市场基金

C 001026

24

诺安聚鑫宝货币市场基金

A 000771

25

诺安聚鑫宝货币市场基金

B 000779

26

诺安聚鑫宝货币市场基金

C 001669

27

诺安聚鑫宝货币市场基金

D 001867

（3）ETF基金申购赎回业务不受指数熔断影响，但根据上海证券交易

所、深圳证券交易所指数熔断规则，指数熔断期间股票型ETF二级市场交

易暂停。 具体业务规则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指数熔断规

则。

（4） 基金管理人有权根据交易所业务规则的变化以及基金投资运作

情况调整受熔断机制影响的基金类型或具体基金品种，并依照《信息披露

办法》的有关规定在指定媒介上公告。

三、指数熔断导致基金申购、赎回、转换及定期定额投资业务截止时间

提前的情况下基金申购、赎回、转换及定期定额投资业务规则

若指数熔断导致“受熔断机制影响基金” 当日申购、赎回、转换或定投

业务截止时间提前，则基金管理人应及时通过公司网站发布公告，并说明

当日申购、赎回、转换或定投等业务的截止时间。

（1）直销渠道

投资人通过基金管理人直销渠道（直销柜台和网上交易）办理基金申

购、赎回、转换或定投业务，若申请时间早于当日申购赎回截止时间，则按

照当日申请进行处理。

投资人通过基金管理人直销渠道办理基金申购、赎回、转换或定投业

务，若申请时间晚于当日申购、赎回、转换或定投截止时间，则视为下一个

开放日的申购、赎回、转换或定投申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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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销渠道

投资人通过代销机构办理基金申购、赎回、转换或定投业务，代销机构

依据投资人提出申请的时间进行判断，申请时间早于当日申购、赎回、转换

或定投截止时间，则按照当日申请进行处理。如申请时间晚于当日申购、赎

回、转换或定投截止时间，则视为下一个工作日的申购、赎回、转换或定投

申请，投资人可以在下一个工作日的开放时间内办理撤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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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时间早于当日申购、赎回、转换或定投截止时间，则

按照当日申请进行处理；如申请时间晚于当日申购、赎回、转换或定投截止

时间，则确认申请失败。

申请时间以代销机构系统记录为准。

如果届时发布的公告涉及具体基金当日申购、赎回、转换或定投等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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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定期开放式基金

定期开放式基金开放期最后一个开放日当天发生指数熔断导致交易

所无正常交易时间， 则基金管理人为维护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的情况下，

可以将开放日延长至下一个工作日，届时以基金管理人发布的公告为准。

五、场内基金二级市场交易

指数熔断发生后， 场内基金二级市场交易是否暂停以上海证券交易

所、深圳证券交易所发布的指数熔断规则为准。

六、分级基金的合并与拆分

若指数熔断导致上海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暂停交易，则场内

分级基金的合并与拆分业务不暂停。如果届时发布的公告的处理方式与上

述处理方式不一致的，请以届时公告的为准。

七、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1、基金管理人在保护长期份额持有人利益的基础上，在不违反法律法

规和基金合同的前提下， 有权根据实际情况调整相关业务规则， 并依照

《信息披露办法》的有关规定在指定媒介上公告。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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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如果因业务规则发生变化或在指数熔断发生时，本公司发布的公告

涉及的处理方式与上述处理方式不一致的，请以届时公告为准。

4、 如投资者对本公告内容有疑问， 可拨打本公司的客户服务电话

（400-888-8998）或前往公司网站（www.lionfund.com.cn）进行咨询。

5、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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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资者投资于本公司管理的基

金时应认真阅读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文件。

6、本公告解释权归本公司所有。

特此公告。

诺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天治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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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基协字[2015]263号）及相关基金基金合同等的规定，天治基金管

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我司” ）现对旗下相关公募基金的开放时间进行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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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发生指数熔断且上海证券交易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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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司旗下的货币市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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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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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型基金和其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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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转换及定投等业务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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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另有约定的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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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认购和分红方式变更都不受上述开放时间调整的影响。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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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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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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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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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投资人可通过本公司客户服务电话：【400-0984800】（免长途话费）或登录本

公司网站【www.chinanatur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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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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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治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5年12月31日

天治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更正公告

天治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本公司” ） 于2015年12月30日在 《证券时

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和本公司网站上全文刊登了《天治基金管理有限

公司关于增加天治研究驱动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C类份额代销机构的公告》，

该公告中“二、代销机构” 相关内容更正如下：

更正前的内容“

“9、申银万国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上海市常熟路171号

办公地址：上海市常熟路171号

法定代表人：储晓明

电话：021-33388217

传真：021-33388224

联系人：李清怡

客服电话：021-962505

网址：www.sywg.com.cn”

更正后的内容如下：

“9、中文名称:�申万宏源证券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Shenwan� Hongyuan� Securities� Co.,� Ltd.

注册资本:人民币330亿元

注册地址:上海市徐汇区长乐路989号45层

办公地址：上海市徐汇区长乐路989号45层（邮编:200031）

法定代表人：李梅

电话：021-33389888

传真：021-33388224

客服电话：95523或4008895523

电话委托：021-962505

国际互联网网址:� www.swhysc.com

联系人：黄莹”

除以上内容有更正以外，其他内容不变。由此给投资者带来不便，本公司深表歉意！

特此公告。

天治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5年12月31日

国联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指数熔断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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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联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我公司” ）现对指数熔断后旗下基金的开放时间进行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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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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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具体

基金包括国联安货币市场证券投资基金。

二、我公司旗下的交易型开放式基金（“ETF” ）的申购赎回等业务办理时间将

按上市交易所在证券交易所的规则执行。 依据目前相关证券交易所的规则，我公司

旗下的ETF在发生指数熔断时可以正常办理申购赎回等业务。具体基金包括上证大

宗商品股票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三、除上述基金外的股票型基金（不含ETF）、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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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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转换及定投等业务申请，将无法

按照当日申购、赎回、基金转换及定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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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认购和分红方式变

更都不受上述开放时间调整的影响。

具体基金包括：国联安德盛稳健证券投资基金、国联安德盛小盘精选证券投资

基金、国联安德盛安心成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国联安德盛精选混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国联安德盛优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国联安德盛红利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国联安德盛增利债券证券投资基金、国联安主题驱动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国联安

信心增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国联安优选行业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国联安信心

增长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国联安保本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国联安中证股债动态

策略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国联安中证医药100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国联安新精选灵活

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国联安通盈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国联安鑫安

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国联安双力中小板综指证券投资基金(LOF)、国联安

睿祺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国联安鑫享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国

联安鑫富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国联安添鑫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国联安

双佳信用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LOF)、国联安上证商品股票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

投资基金联接基金、国联安双禧中证100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

四、 我公司旗下国联安双禧中证100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的配对转换业务办

理时间将按照上市交易所在证券交易所的规则执行。依据目前相关证券交易所的规

则，我公司旗下的分级基金在发生指数熔断时可以正常办理拆分配对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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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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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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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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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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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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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投资人可登陆本公司网站（www.gtja-allianz.com� 或www.vip-funds.

com）或拨打客服电话021-38784766� 或400-700-0365（免长途话费）咨询相关

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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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联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5年12月31日

国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指数熔断机制实施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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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我

司” ）现对旗下相关公募基金的开放时间进行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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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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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司旗下的货币市场基金及基金合同投资范围中不包含指数熔断品种的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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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品种的其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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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赎回及定投等业务申请，将无法按照

当日申购、赎回及定投等业务申请进行处理，具体安排以我司届时公告为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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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认购、分红

方式变更和分级基金配对转换等业务不受上述开放时间调整的影响。 相关基金名单见

附件2。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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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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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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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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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投资人可通过本公司客户服务电话：4000-2000-18（免长途话费）或登录本公

司网站www.gfund.com了解详情。

风险提示：

当发生指数熔断时，本基金管理人可能根据基金合同的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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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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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5年12月31日

附件1：开放时间不受熔断影响基金

证券代码 证券简称 基金全称 基金类型

000439

国金鑫盈货币 国金鑫盈货币市场证券投资基金 货币市场基金

000540

国金金腾通货币

A

国金金腾通货币市场证券投资基金 货币市场基金

001621

国金金腾通货币

C

国金金腾通货币市场证券投资基金 货币市场基金

001234

国金众赢货币 国金众赢货币市场证券投资基金 货币市场基金

【注】数据截至2015年12月30日，后续新增基金或基金份额依分类原则相应增补。

附件2：开放时间需因熔断调整基金

证券代码 证券简称 基金全称 基金类型

762001

国金国鑫发起

国金国鑫灵活配置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

基金

混合型基金

167601

国金

300

国金沪深

300

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 股票型基金

000749

国金鑫安保本 国金鑫安保本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混合型基金

502020

国金上证

50

国金上证

50

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 股票型基金

501000

国金鑫新灵活配置

（

LOF

）

国金鑫新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

LOF

）

混合型基金

【注】数据截至2015年12月30日，后续新增基金或基金份额依分类原则相应增补。

华融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指数熔断机制实施后基金配套工作安排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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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相关基金合同等的规定，华融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为配合

指数熔断机制的推出，确保公募基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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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按照相关法律法规以及基金合同等基金法律文件要求，对指数熔断机制

实施后本公司管理基金的相关业务处理原则进行如下说明：

一、涉及基金

本公司旗下基金投资范围中涉及交易所指数熔断品种（具体以交易所公告为准）的所

有基金，包括参与境内股票等权益类品种投资的开放式基金以及兼具场内交易份额的开放

式基金等。

二、指数熔断当日恢复交易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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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旗下

所有基金的开放时间均不进行调整。

三、指数熔断至收盘的情形

1、当触发熔断条件，导致交易所当日不再恢复交易时，涉及基金在指数熔断期间同步

暂停开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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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转换及定投等业务申请，将

无法按照当日申购、赎回、基金转换及定投等业务申请进行处理，但将按下一个开放日的申

请处理，相关法律法规或基金合同另有约定的除外。

2、如触发熔断发生在14:57至15:00期间，因上海证券交易所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

安排的不同，两交易所的收市时间也将不同，本公司涉及基金将以两交易所中较早的收市

时间为准同步暂停开放，即遵循“孰早原则” 。

3、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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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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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间提交的申赎类业务申请，按当日

的申请处理；

（2）投资者当日9：30之后提交的申赎类业务申请，按下一开放日的申请处理。

重要提示：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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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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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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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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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资者如需了解业务详情，可以通过以下途径咨询：

（1）客户服务电话：95390/400-898-9999

（2）公司网站：www.hrsec.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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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融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12月31日

证券代码：

002664

证券简称：信质电机 公告编号：

2015-082

信质电机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事项停牌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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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质电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因正在筹划重大事项，拟对外收购资产，可

能涉及重大资产重组。 鉴于相关事项尚存在不确定性，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的有关规定，为避免而引起公司股价波动，维护投资者利益，保证公平信息披露，经公

司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公司股票(股票简称：信质电机 ；股票代码：002664� )自2015年

12月30日开市起停牌，待公司通过指定媒体披露相关公告后复牌。

停牌期间，公司将根据有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并注意

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信质电机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12月3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