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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600019

证券简称：宝钢股份 公告编号：临

2016-010

宝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第一期中期票据发行结果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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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宝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5年1月26日召开2015年第一次临

时股东大会，会议审议并通过《关于在境内外市场开展直接融资的议案》，同意公司在中

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以下简称“交易商协会” ）申请注册发行本金总额不超过200

亿元人民币（含200亿元人民币）的中期票据。

2015年9月21日， 公司收到交易商协会出具的《接受注册通知书》（中市协注[2015]

MTN485号），同意接受公司金额为200亿元的中期票据注册，注册额度自通知书发出之

日起2年内有效。 公司已于2015年10月23日完成了2015年第一期中期票据的发行，发行额

为20亿元人民币，期限为3�年，单位面值为100元人民币，年利率为3.68%。

2016年3月22日，公司完成了2016年第一期中期票据(以下简称“本期中票” )的发行。

本期中票发行额为50亿元人民币，期限为3年，单位面值为100元人民币，年利率为3.14%。

本期中票由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和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联席主承销商组织

承销团，通过簿记建档、集中配售的方式在全国银行间债券市场向机构投资者公开发行。

本期中票募集资金主要用于置换本公司银行贷款。 本期中票发行的有关文件已在中

国货币网（www.chinamoney.com.cn）和上海清算所网站（www.shclearing.com）上

公告。

特此公告

宝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年3月23日

证券代码：

000690

证券简称：宝新能源 公告编号：

2016-008

广东宝丽华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子公司广东信用宝征信管理有限公司

完成工商设立登记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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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东宝丽华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6年3月2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三次临时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共同出资设立广东信用宝征信管理有限公司的议案》，同意公司以自有资金联合中微

（北京）信用管理有限公司共同出资设立广东信用宝征信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信用宝公司” ）。 信用宝

公司注册资本人民币2000万元。 其中，公司出资人民币1800万元，占信用宝公司注册资本的90%；中微（北

京）信用管理有限公司出资人民币200万元，占信用宝公司注册资本的10%。（详见公司2016-005、2016-006

号公告）

2016年3月22日，公司取得梅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梅县分局核发的信用宝公司营业执照，具体登记信息

如下：

名 称：广东信用宝征信管理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1403MA4UMRYW3L

类 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住 所：梅州市梅县区华侨城香港花园香港大道综合大楼

法定代表人：宁远喜

注册资本：人民币贰仟万元

成立日期：2016年3月22日

营业期限：长期

经营范围：企业信用信息采集、整理、咨询服务；企业信誉评估服务、企业资质服务；商业账目、企业管理

服务；数据库服务、计算机软件开发及销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

上述设立事项尚需通过征信行业监管部门备案，公司将严格按照有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

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公司公告，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广东宝丽华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六年三月二十三日

证券代码：

600392

证券简称：盛和资源 公告编号：临

2016-008

证券代码：

122418

证券简称：

15

盛和债

盛和资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股份质押解除和再质押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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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盛和资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 ）于2016年3月22日接

到公司股东四川巨星企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巨星集团” ）的通知，巨星集团将

2015年3月18日质押给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分行的本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

股12,50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3283%）于2016年3月21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

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了解除质押的登记手续。 在解除质押的同时，巨星集团再

次将其持有的本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12,00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2752%）质

押给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分行，股份质押担保的期限为一年。

上述股权质押手续已于2016年3月21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

公司办理完毕。

截至本公告日，巨星集团持有本公司86,114,558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

9.1510%；已累计质押79,50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8.4481%。

特此公告。

盛和资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年3月 23日

证券代码：

600061

证券简称：国投安信 公告编号

:2016-019

国投安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披露

2014

年次级债券兑付完成公告的提示性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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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次级债券募集说明书》有关条款的规定，安信

证券于2014年3月20日发行的安信证券2014年次级债券（以下简称“本期次级债券” ），

债券简称：14安信债，债券代码：123389，已于2016年3月21日兑付完成本期次级债券本

金总额为人民币4,000,000,000元，兑付最后一期利息总额为人民币248,000,000元。

安信证券于上海证券交易所债券市场发布的《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

2014年次级债券兑付完成的公告》详见本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

cn）披露的公告附件。

特此公告。

国投安信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6年3月22日

工银瑞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旗下部分

基金持有的长期停牌股票估值方法调整的

公 告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进一步规范证券投资基金估值业务的指导意见》及《中国证

券业协会基金估值工作小组关于停牌股票估值的参考方法》的相关规定，经与基金托管

人协商一致，我司决定自2016年3月21日起，对旗下证券投资基金持有的长期停牌股票

“信威集团”（股票代码：600485）按指数收益法予以估值。 自其复牌之日起且其交易体

现活跃市场交易特征后，按市场价格进行估值，届时不再另行公告。 投资者可通过以下

途径咨询有关详情：

工银瑞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站：www.icbccs.com.cn

客户服务电话：400-811-9999� (免长途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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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不保证最低收益。基金的过往业绩并不预示其未来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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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法律文件，并注意投资

风险。

特此公告。

工银瑞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０一六年三月二十三日

证券代码：

600803

证券简称：新奥股份 公告编号：临

2016-009

证券代码：

136124

证券简称：

16

新奥债

新奥生态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董事辞职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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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奥生态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董事会于2016年3月21日接到董

事李山先生提交的书面辞职报告，李山先生因个人原因辞去公司董事职务和董事会战略

委员会委员职务。

根据《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李山先生辞去公司董事职务不会导致公

司董事会低于法定人数，不会影响公司董事会的正常运作。 李山先生的辞职报告自送达

董事会时生效。

李山先生在担任公司董事期间认真履职、勤勉尽责，为公司规范运作和健康发展发

挥了积极作用。 公司董事会对他在任职期间所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感谢。

特此公告。

新奥生态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六年三月二十二日

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嘉实

H

股指数（

QDII-LOF

）

2016

年

3

月

25

日、

3

月

28

日暂停申购赎回业务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16年3月23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嘉实恒生中国企业指数证券投资基金（QDII-LOF）

基金简称 嘉实H股指数（QDII-LOF）

场内简称 恒生H股

基金主代码 160717

基金管理人名称 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http://www.southernfund.com/nanfang/jjcp/jjqy_202001.htm嘉实

恒生中国企业指数证券投资基金（QDII-LOF）基金合同》、《嘉实恒生

中国企业指数证券投资基金（QDII-LOF）招募说明书》的有关规定，以

及香港交易所的休市安排。

暂停相关业务

的起始日及原

因说明

暂停申购起始日 2016年3月25日

暂停赎回起始日 2016年3月25日

暂停定期定额投资起始日 2016年3月25日

暂停申购（赎回、定期定额投

资）的原因说明

2016年3月25日香港交易所休市，28日香港交易所休市

恢复相关业务

的日期及原因

说明

恢复申购日 2016年3月29日

恢复赎回日 2016年3月29日

恢复定期定额投资日 2016年3月29日

恢复申购（赎回、定期定额投

资）的原因说明

2016年3月29日（星期二）为香港交易所交易日

2�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2016年3月29日起（含29日）恢复本基金的日常申购（含定投）、赎回业务，届时将不再另行公告。

投资者可登录http://www.nffund.com/http://www.nffund.com/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站或拨打

客户服务电话：400-600-8800咨询相关情况。

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嘉实海外

中国股票（

QDII

）

2016

年

3

月

25

日、

3

月

28

日

暂停申购赎回业务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16年3月23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嘉实海外中国股票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嘉实海外中国股票（QDII）

基金主代码 070012

基金管理人名称 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http://www.southernfund.com/nanfang/jjcp/jjqy_202001.htm

嘉实海外中国股票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嘉实海外中国

股 票 股 票 型 http://www.southernfund.

com/nanfang/jjcp/jjqy_202001.htm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的有

关规定，以及香港交易所的休市安排。

暂停相关业务

的起始日及原

因说明

暂停申购起始日 2016年3月25日

暂停赎回起始日 2016年3月25日

暂停定期定额投资起始日 2016年3月25日

暂停申购 （赎回、 定期定额投

资）的原因说明

2016年3月25日香港交易所休市，28日香港交易所休市

恢复相关业务

的日期及原因

说明

恢复申购日 2016年3月29日

恢复赎回日 2016年3月29日

恢复定期定额投资日 2016年3月29日

恢复申购 （赎回、 定期定额投

资）的原因说明

2016年3月29日（星期二）为香港交易所交易日

2�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2016年3月29日起（含29日）恢复本基金的日常申购（含定投）、赎回业务，届时将不再另行公告。

投资者可登录http://www.nffund.com/http://www.nffund.com/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站或拨打

客户服务电话：400-600-8800咨询相关情况。

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嘉实

黄金（

QDII-FOF-LOF

）

2016

年

3

月

25

日、

3

月

28

日暂停申购赎回业务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16年3月23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嘉实黄金证券投资基金（LOF）

基金简称 嘉实黄金（QDII-FOF-LOF）

场内简称 嘉实黄金

基金主代码 160719

基金管理人名称 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http://www.southernfund.com/nanfang/jjcp/jjqy_202001.

htm嘉实黄金证券投资基金 （LOF） 基金合同》、《嘉实黄金

http://www.southernfund.com/nanfang/jjcp/jjqy_202001.

htm证券投资基金（LOF）招募说明书》的有关规定，以及纽约

交易所、伦敦交易所、瑞士证券交易所的休市安排。

暂停相关业务

的起始日及原

因说明

暂停申购起始日 2016年3月25日

暂停赎回起始日 2016年3月25日

暂停定期定额投资起始日 2016年3月25日

暂停申购（赎回、定期定额投资）的原

因说明

2016年3月25日纽约交易所、 伦敦交易所、 瑞士证券交易所休

市，28日伦敦交易所、瑞士证券交易所休市

恢复相关业务

的日期及原因

说明

恢复申购日 2016年3月29日

恢复赎回日 2016年3月29日

恢复定期定额投资日 2016年3月29日

恢复申购（赎回、定期定额投资）的原

因说明

2016年3月29日（星期二）为纽约交易所、伦敦交易所、瑞士证

券交易所交易日

2�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2016年3月29日起（含29日）恢复本基金的日常申购（含定投）、赎回业务，届时将不再另行公告。

投资者可登录http://www.nffund.com/http://www.nffund.com/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站或拨打

客户服务电话：400-600-8800咨询相关情况。

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嘉实美国成长股票（

QDII

）

2016

年

3

月

25

日

暂停申购赎回业务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16年3月23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嘉实美国成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嘉实美国成长股票（QDII）

基金主代码 000043

基金管理人名称 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嘉实美国成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嘉实美国成

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的有关规定，以及纽约交

易所、纳斯达克交易所的休市安排。

暂停相关业务

的起始日及原

因说明

暂停申购起始日 2016年3月25日

暂停赎回起始日 2016年3月25日

暂停定期定额投资起始日 2016年3月25日

暂停申购（赎回、定期定额投资）的原

因说明

2016年3月25日纽约交易所和纳斯达克交易所休市

恢复相关业务

的日期及原因

说明

恢复申购日 2016年3月28日

恢复赎回日 2016年3月28日

恢复定期定额投资日 2016年3月28日

恢复申购（赎回、定期定额投资）的原

因说明

2016年3月28日（星期一）为纽约交易所、纳斯达克交易所交易

日

下属分级基金的基金简称

嘉实美国成长股票 （QDII）人

民币

嘉实美国成长股票 （QDII）美

元现汇

下属分级基金的交易代码 000043 000044

该分级基金是否暂停/恢复申购、赎回、定期定额投资 是 是

2�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2016年3月28日起（含28日）恢复本基金的日常申购（含定投）、赎回业务，届时将不再另行公告。

投资者可登录http://www.nffund.com/http://www.nffund.com/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站或拨打

客户服务电话：400-600-8800咨询相关情况。

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嘉实全球房地产（

QDII

）

2016

年

3

月

25

日、

3

月

28

日暂停申购赎回业务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16年3月23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嘉实全球房地产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嘉实全球房地产（QDII）

基金主代码 070031

基金管理人名称 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http://www.southernfund.com/nanfang/jjcp/jjqy_202001.

htm嘉实全球房地产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嘉实全球房地

产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的有关规定，以及纽约交易所、纳

斯达克交易所、 多伦多交易所、 澳大利亚证券交易所的休市安

排。

暂停相关业务

的起始日及原

因说明

暂停申购起始日 2016年3月25日

暂停赎回起始日 2016年3月25日

暂停定期定额投资起始日 2016年3月25日

暂停申购（赎回、定期定额投资）的原

因说明

2016年3月25日纽约交易所、纳斯达克交易所、多伦多交易所、

澳大利亚证券交易所、 香港交易所休市，3月28日香港交易所、

澳大利亚证券交易所休市

恢复相关业务

的日期及原因

说明

恢复申购日 2016年3月29日

恢复赎回日 2016年3月29日

恢复定期定额投资日 2016年3月29日

恢复申购（赎回、定期定额投资）的原

因说明

2016年3月29日（星期二）为纽约交易所、纳斯达克交易所、多

伦多交易所、澳大利亚证券交易所、香港交易所交易日

2�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2016年3月29日起（含29日）恢复本基金的日常申购（含定投）、赎回业务，届时将不再另行公告。

投资者可登录http://www.nffund.com/http://www.nffund.com/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站或拨打

客户服务电话：400-600-8800咨询相关情况。

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嘉实全球

互联网股票（

QDII

）

2016

年

3

月

25

日、

3

月

28

日

暂停申购赎回业务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16年3月23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嘉实全球互联网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嘉实全球互联网股票（QDII）

基金主代码 000988

基金管理人名称 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嘉实全球互联网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嘉实全球

互联网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的有关规定，以及纽

约交易所、纳斯达克交易所、香港交易所的休市安排。

暂停相关业务的

起始日及原因说

明

暂停申购起始日 2016年3月25日

暂停赎回起始日 2016年3月25日

暂停定期定额投资起始日 2016年3月25日

暂停申购（赎回、定期定额投资）的

原因说明

2016年3月25日纽约交易所、纳斯达克交易所、香港交易所休

市，3月28日香港交易所休市

恢复相关业务的

日期及原因说明

恢复申购日 2016年3月29日

恢复赎回日 2016年3月29日

恢复定期定额投资日 2016年3月29日

恢复申购（赎回、定期定额投资）的

原因说明

2016年3月29日（星期二）为纽约交易所、纳斯达克交易所、香

港交易所交易日

下属分级基金的基金简称

嘉实全球互联网股

票

人民币

嘉实全球互联网股

票

美元现钞

嘉实全球互联网股

票

美元现汇

下属分级基金的交易代码 000988 000990 000989

该分级基金是否开放申购（赎回、定期定额投资） 是 是 是

2�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2016年3月29日起（含29日）恢复本基金的日常申购（含定投）、赎回业务，届时将不再另行公告。

投资者可登录http://www.nffund.com/http://www.nffund.com/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站或拨打

客户服务电话：400-600-8800咨询相关情况。

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嘉实新兴市场

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2016

年

3

月

25

日、

3

月

28

日

暂停申购赎回业务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16年3月23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嘉实新兴市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嘉实新兴市场

基金主代码 000342

基金管理人名称 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嘉实新兴市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嘉实新兴市场债券

型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的有关规定，以及香港交易所的休市安

排。

暂停相关业务

的起始日及原

因说明

暂停申购起始日 2016年3月25日

暂停赎回起始日 2016年3月25日

暂停定期定额投资起始日 2016年3月25日

暂停申购 （赎回、 定期定额投

资）的原因说明

2016年3月25日香港交易所休市，28日香港交易所休市

恢复相关业务

的日期及原因

说明

恢复申购日 2016年3月29日

恢复赎回日 2016年3月29日

恢复定期定额投资日 2016年3月29日

恢复申购 （赎回、 定期定额投

资）的原因说明

2016年3月29日（星期二）为香港交易所交易日

下属分级基金的基金简称 嘉实新兴市场A1 嘉实新兴市场C2

下属分级基金的交易代码 000342 000341

该分级基金是否开放申购、赎回、定期定额投资 是 是

2�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2016年3月29日起（含29日）恢复本基金的日常申购（含定投）、赎回业务，届时将不再另行公告。

投资者可登录http://www.nffund.com/http://www.nffund.com/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站或拨打

客户服务电话：400-600-8800咨询相关情况。

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增加国泰君安证

券等为嘉实新趋势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代销机构的公告

根据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与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东吴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华鑫证券有限责任公司签署、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的开放式基金代销协议，上述代销机构自2016年3

月23日起对所有投资者办理嘉实新趋势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的开户、认购等业务。

投资者可以通过以下途径咨询、了解有关详情：

1.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 上海市浦东新区商城路618号

办公地址 上海市浦东新区银城中路168号上海银行大厦29楼

注册地址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商城路618号

法定代表人 杨德红 联系人 芮敏祺

电话 (021)38676666 传真 (021)38670666

网址 www.gtja.com 客服电话 4008888666

2.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办公地址 湖北省武汉市新华路特8号长江证券大厦

法定代表人 杨泽柱 联系人 李良

电话 （027）65799999 传真 （027）85481900

网址 www.95579.com 客服电话 95579或4008-888-999

3.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办公地址 苏州工业园区翠园路181号

法定代表人 吴永敏 联系人 方晓丹

电话 (0512)65581136 传真 （0512）65588021

网址 www.dwzq.com.cn 客服电话 4008601555

4.华鑫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办公地址 深圳市福田区金田路4018号安联大厦28层A01、B01（b）单元

法定代表人 洪家新? 联系人 孔泉

电话 （0755）82083788 传真 （0755）82083408

网址 www.cfsc.com.cn 客服电话

（021）32109999， （029）

68918888

5.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深圳市罗湖区红岭中路1012号国信证券大厦十六层至二十六层

法定代表人 何如 联系人 周杨

电话 0755-82130833 传真 0755-82133952

网址 www.guosen.com.cn 客服电话 95536

6.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400-600-8800，网址：www.jsfund.cn

特此公告。

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6年3月23日

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增加华泰证券

为嘉实新优选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代销机构的公告

根据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与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签署的开放式基金代销协议，上述代销机构自2016

年3月23日起对所有投资者办理嘉实新优选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的开户、认购等业务。

投资者可以通过以下途径咨询、了解有关详情：

1.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江苏省南京市建邺区江东中路228号华泰证券广场

注册地址 江苏省南京市建邺区江东中路228号

法定代表人（代为履

行）

周易 联系人 庞晓芸

电话 0755-82492193 传真

025-51863323 （ 南 京 ）

0755-82492962（深圳）

网址 www.htsc.com.cn 客服电话 95597

2.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400-600-8800，网址：www.jsfund.cn

特此公告。

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6年3月23日

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增加浦发银行等

为嘉实新优选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代销机构的公告

根据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与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签署的开放式基

金代销协议， 上述代销机构自2016年3月23日起对所有投资者办理嘉实新优选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的开户、认购等业务。

投资者可以通过以下途径咨询、了解有关详情：

1.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办公地址 上海市中山东一路12号

注册地址 上海市中山东一路12号

法定代表人 吉晓辉 联系人 高天、虞谷云

电话 （021）61618888 传真 （021）63604199

网址 www.spdb.com.cn 客服电话 95528

2.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 福州市湖东路154

办公地址 上海市江宁路168

法定代表人 高建平 联系人 卞晸煜

电话 （021）52629999 传真 （021）62569070

网址 www.cib.com.cn 客服电话 95561

3.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400-600-8800

网址：www.jsfund.cn

欢迎广大投资者垂询、惠顾办理本基金的开户、认购等相关业务。

特此公告。

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6年3月23日

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增加中国银行等

为嘉实新趋势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代销机构的公告

根据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与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农村商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渤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乌鲁木齐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哈尔滨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河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江苏江南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包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

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福建海峡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天相投资顾问有限公司、和讯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深圳众禄金融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上海长量基金销

售投资顾问有限公司、浙江同花顺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北京展恒基金销售股份有限公司、嘉实财富管理有限

公司、深圳腾元基金销售有限公司、中经北证（北京）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上海汇付金融服务有限公司、上海陆

金所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珠海盈米财富管理有限公司、中证金牛（北京）投资咨询有限公司、招商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申万宏源证券有限公司、长城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光

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上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国都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东海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申万宏源西部证券有限公司、中泰证券有限公司、第一创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西部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华龙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中国中投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天风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宏信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泉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锦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贵阳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签署的

开放式基金代销协议， 上述代销机构自2016年3月23日起对所有投资者办理嘉实新趋势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的开户、认购等业务。

投资者可以通过以下途径咨询、了解有关详情：

1.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办公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复兴门内大街1号中国银行总行办公大楼

注册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复兴门内大街1�号

法定代表人 田国立

电话 （010）66596688 传真 （010）66594946

网址 www.boc.cn 客服电话 95566

2.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办公地址 上海市银城中路188号

注册地址 上海市银城中路188号

法定代表人 牛锡明 联系人 张宏革

电话 021－58781234 传真 021－58408483

网址 www.bankcomm.com 客服电话 95559

3.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办公地址 深圳市深南大道7088号招商银行大厦

法定代表人 李建红 联系人 邓炯鹏

电话 （0755）83198888 传真 （0755）83195050

网址 www.cmbchina.com 客服电话 95555

4.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办公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复兴门内大街2号

法定代表人 董文标 联系人 杨成茜

电话 (010)58560666 传真 （010）57092611

网址 www.cmbc.com.cn 客服电话 95568

5.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办公地址 上海市浦东新区银城中路168号

法定代表人 金煜 联系人 汤征程

电话 021-68475888 传真 021-68476111

网址 www.bankofshanghai.com 客服电话 95594

6.上海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办公地址 上海市浦东新区银城中路8号中融碧玉蓝天大厦15－20、22－27层

法定代表人 侯福宁 联系人 施传荣

电话 021-38523692 传真 021-50105124

网址 www.srcb.com 客服电话 （021）962999

7.北京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办公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朝阳门北大街16号元亨大厦

注册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朝阳门北大街16号元亨大厦

法定代表人 王金山 联系人 王薇娜

电话 （010）85605006 传真 （010）85605345

网址 www.bjrcb.com 客服电话 96198

8.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办公地址 南京市洪武北路55号

法定代表人 夏平 联系人 展海军

电话 （025）58587018 传真 （025）58587038

网址 www.jsbchina.cn 客服电话 （025）96098、4008696098

9.渤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办公地址 天津市河西区马场道201-205号

法定代表人 刘宝凤 联系人 王宏

电话 （022）58316666 传真 （022）58316569

网址 www.cbhb.com.cn 客服电话 400-888-8811

10.乌鲁木齐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 乌鲁木齐市新华北路8号

办公地址 乌鲁木齐市新华北路8号商业银行大厦

法定代表人 农惠臣 联系人 何佳

电话 （0991）8824667 传真 （0991）8824667

网址 www.uccb.com.cn 客服电话 （0991）96518

11.哈尔滨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办公地址 哈尔滨市道里区尚志大街160号

法定代表人 郭志文 联系人 王超

电话 0451-86779007 传真 0451-86779218

网址 www.hrbb.com.cn 客服电话 95537

12.河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办公地址 石家庄市平安北大街28号

法定代表人 乔志强 联系人 王娟

电话 0311-88627587 传真 0311-88627027

网址 www.hebbank.com 客服电话 4006129999

13.江苏江南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办公地址 常州市和平中路413号

注册地址 常州市和平中路413号

法定代表人 陆向阳 联系人 包静

电话 13951229068 传真 0519-89995170

网址 www.jnbank.com.cn 客服电话 96005

14.包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办公地址 内蒙古包头市钢铁大街6号

法定代表人 李镇西 联系人 张晶 刘芳

电话 （0472）5109729 传真 （0472）5176541

网址 http://www.bsb.com.cn 客服电话

0472-96016� 010-96016�

0574-967210�

0755-967210�

028-65558555

15.广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办公地址 广州市天河区珠江新城华夏路1号

注册地址 广州市天河区珠江新城华夏路1号

法定代表人 王继康 联系人 戴一挥

电话 020-22389188 传真 020-22389031

网址 www.grcbank.com 客服电话 020-961111

16.成都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办公地址 四川省成都市武侯区科华中路88号

注册地址 四川省成都市武侯区科华中路88号

法定代表人 陈萍 联系人 杨琪

电话 028-85315412 传真 028-85190961

网址 http://www.cdrcb.com/ 客服电话 028-962711

17.苏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办公地址 江苏省苏州市钟园路728号

注册地址 江苏省苏州市东吴北路143号

法定代表人 王兰凤 联系人 熊志强

电话 0512-69868390 传真 0512-69868370

网址 www.suzhoubank.com 客服电话 0512-96067

18.福建海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办公地址 福建省福州市晋安区六一北路158号

注册地址 福建省福州市晋安区六一北路158号

法定代表人 苏素华 联系人 黄钰雯

电话 0591-83967183 传真 0591-87330926

网址 www.fjhxbank.com 客服电话 4008939999

19.和讯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办公地址 北京市朝外大街22号泛利大厦10层

注册地址 北京市朝外大街22号泛利大厦10层

法定代表人 王莉 联系人 刘洋

电话 021-20835785 传真 021-20835879

网址 licaike.hexun.com 客服电话 4009200022

20.深圳众禄金融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办公地址 深圳市罗湖区梨园路物资控股置地大厦8楼

注册地址 深圳市罗湖区深南东路5047号发展银行25层IJ单元

法定代表人 薛峰 联系人 童彩平

电话 0755-33227950 传真 0755-33227951

网址 www.zlfund.cn 客服电话 4006-788-887

21.上海长量基金销售投资顾问有限公司

办公地址 上海市浦东新区浦东大道555号裕景国际B座16层

注册地址 上海市浦东新区高翔路526号2幢220室

法定代表人 张跃伟 联系人 单丙烨

电话 021-20691869 传真 021-20691861

网址 www.erichfund.com 客服电话 400-089-1289

22.浙江同花顺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办公地址 浙江省杭州市翠柏路7号杭州电子商务产业园2号楼2楼

注册地址 浙江省杭州市文二西路一号元茂大厦903室

法定代表人 凌顺平 联系人 林海明

传真 0571-86800423

网址 www.5ifund.com 客服电话 4008-773-772

23.北京展恒基金销售股份有限公司

办公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华严北里2号民建大厦6层

注册地址 北京市顺义区后沙峪镇安富街6号

法定代表人 闫振杰 联系人 翟飞飞

电话 13520236631 传真 010-62020355

网址 010-62020355 客服电话 4008886661

24.嘉实财富管理有限公司

办公地址 上海市浦东新区世纪大道8号上海国金中心2期53层12-15单元

法定代表人 赵学军 联系人 景琪

电话 021-38789658 传真 021-68880023

网址 www.harvestwm.cn 客服电话 400-021-8850

25.深圳腾元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办公地址 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金田路2028号卓越世纪中心1号楼1806-1808室

注册地址 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金田路2028号卓越世纪中心1号楼1806-1808室

法定代表人 曾革 联系人 鄢萌莎

电话 0755-33376922 传真 0755-33065516

网址 www.tenyuanfund.com 客服电话 4006877899

26.中经北证（北京）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办公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北礼士路甲129号3号楼创新工场一层109-1

注册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北礼士路甲129号

法定代表人 徐福星 联系人 徐娜

电话 010-68292940 传真 010-68292941

网址 www.bzfunds.com 客服电话 010-68292745

27.上海汇付金融服务有限公司

办公地址 上海市中山南路100号金外滩国际广场19楼

注册地址 上海市中山南路100号金外滩国际广场19楼

法定代表人 冯修敏 联系人 陈云卉

电话 021-33323998 传真 021-33323837

网址 暂无 客服电话 400-820-2819

28.上海陆金所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办公地址 上海市浦东新区陆家嘴环路1333号14楼

注册地址 上海市浦东新区陆家嘴环路1333号14楼09单元

法定代表人 郭坚 联系人 宁博宇

电话 021-20665952 传真 021-22066653

网址 www.lufunds.com 客服电话 4008219031

29.珠海盈米财富管理有限公司

办公地址 广东省广州市海珠区琶洲大道东1号保利国际广场南塔12楼B1201-1203

注册地址 广东省珠海市横琴新区宝华路6号105室-3491

法定代表人 肖雯 联系人 黄敏嫦

电话 020-89629019 传真 020-89629011

网址 www.yingmi.cn 客服电话 020-89629066

30.中证金牛（北京）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办公地址 北京市宣武门外大街甲一号新华社第三工作区A座5层

注册地址 北京市丰台区东管头1号2号楼2-45室

法定代表人 彭运年 联系人 仲甜甜

电话 010-59336492 传真 010-59336510

网址 www.jnlc.com/ 客服电话 010-59336512

31.泉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办公地址 福建省泉州市丰泽区云鹿路3号

注册地址 福建省泉州市丰泽区云鹿路3号

法定代表人 傅子能 联系人 董培姗、王燕玲

电话 0595-22551071 传真 0595-22578871

网址 http://www.qzccbank.com 客服电话 4008896312

32.锦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办公地址 辽宁省锦州市科技路68号

注册地址 辽宁省锦州市科技路68号

法定代表人 张伟 联系人 张华阳

电话 0416-3220085 传真 0416-3220017

网址 www.jinzhoubank.com 客服电话 400-6696178

33.贵阳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办公地址 贵州省贵阳市中华北路77号

注册地址 贵州省贵阳市中华北路77号

法定代表人 陈宗权 联系人 黎荣荣

电话 18092299120 传真 0851-86851953

网址 www.gyccb.cn 客服电话 4001196033

34.天相投资顾问有限公司

办公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新街口外大街28号C座5层 邮编：100088

注册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金融街19号富凯大厦B座701��邮编：100032

法定代表人 林义相 联系人 尹伶

电话 010-66045529 传真 010-66045518

网址

http://www.jjm.com.cn���

http://www.txsec.com

客服电话 010-66045678

35.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办公地址 深圳市福田区益田路江苏大厦A座38-45层

法定代表人 宫少林 联系人 林生迎

电话 (0755)82943666 传真 (0755)82943636

网址 www.newone.com.cn 客服电话 4008888111、95565

36.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办公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亮马桥路48号中信证券大厦

法定代表人 王东明 联系人 陈忠

电话 （010）60833722 传真 （010）60833739

网址 www.cs.ecitic.com 客服电话 95558

37.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 上海淮海中路98号

办公地址 上海市广东路689号

法定代表人 王开国 联系人 金芸、李笑鸣

电话 (021)23219000 传真 (021)23219100

网址 www.htsec.com 客服电话

95553或拨打各城市营业网

点咨询电话

38.申万宏源证券有限公司

住所、办公地址 上海市徐汇区长乐路989号45层

注册地址 上海市徐汇区长乐路989号45层

法定代表人 李梅 联系人 钱达琛

电话 021-33389888 传真 021-33388224

网址 www.swhysc.com 客服电话 021-962505

39.长城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办公地址 深圳市福田区深南大道6008号特区报业大厦14、16、17层

法定代表人 黄耀华 联系人 刘阳

电话 （0755）83516289 传真 （0755）83515567

网址 www.cgws.com 客服电话

4006666888、 （0755）

33680000

40.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办公地址 上海市静安区新闸路1508号

法定代表人 薛峰 联系人 刘晨、李芳芳

电话 （021）22169999 传真 （021）22169134

网址 www.ebscn.com 客服电话 4008888788、10108998

41.上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办公地址 上海市四川中路213号久事商务大厦7楼

法定代表人 龚德雄 联系人 许曼华

电话 （021）53686888 传真 （021）53686100-7008

网址 www.962518.com 客服电话 (021)�962518、4008918918

42.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 深圳市福田区金田路大中华国际交易广场8楼

办公地址 深圳市福田区金田路大中华国际交易广场8楼（518048）

法定代表人 杨宇翔 联系人 郑舒丽

电话 0755-22626391 传真 （0755）82400862

网址 http://www.pingan.com 客服电话 95511—8

43.国都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 北京市东城区东直门南大街3号国华投资大厦9层10层

法定代表人 常喆 联系人 黄静

电话 （010）84183389 传真 (010)84183311-3389

网址 www.guodu.com 客服电话 400-818-8118

44.东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办公地址 上海市浦东新区东方路1928号东海证券大厦

注册地址 江苏省常州市延陵西路23号投资广场18层

法定代表人 朱科敏 联系人 王一彦

电话 （021）20333910 传真 （021）50498825

网址 www.longone.com.cn 客服电话 95531；400-888-8588

45.申万宏源西部证券有限公司

住所、办公地址 新疆乌鲁木齐市天山区文艺路233号宏源大厦8楼

注册地址 新疆乌鲁木齐市高新区（新市区）北京南路258号大成国际大厦20楼2005室

法定代表人 李季 联系人 唐岚

电话 010-88085258 传真 0991-2301802

网址 www.hysec.com 客服电话 4008-000-562

46.中泰证券有限公司

住所、办公地址 山东省济南市市中区经七路86号

法定代表人 李玮 联系人 吴阳

电话 （0531）68889155 传真 （0531）68889752

网址 www.qlzq.com.cn 客服电话 95538

47.第一创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办公地址 广东省深圳罗湖区笋岗路12号中民时代广场B座25、26层

法定代表人 刘学民 联系人 崔国良

电话 （0755）25832852 传真 （0755）82485081

网址 www.fcsc.cn 客服电话 4008881888

48.西部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办公地址 陕西省西安市东新街232号信托大厦16-17楼

法定代表人 刘建武 联系人 刘莹

电话 （029）87416787 传真 （029）87417012

网址 www.westsecu.com 客服电话 95582

49.华龙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办公地址 甘肃省兰州市城关区东岗西路638号财富中心

法定代表人 李晓安 联系人 李昕田

电话 （0931）4890208 传真 （0931）4890628

网址 www.hlzqgs.com 客服电话 （0931）96668、4006898888

50.中国中投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办公地址

深圳市福田区益田路与福中路交界处荣超商务中心A栋第18层-21层及第04层01、02、

03、05、11、12、13、15、16、18、19、20、21、22、23单元

办公地址 深圳市福田区益田路6003号荣超商务中心A栋第04、18层至21层

法定代表人 高涛 联系人 刘毅

电话 0755-82023442 传真 0755-82026539

网址 www.china-invs.cn 客服电话 400�600�8008

51.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办公地址 成都市东城根上街95号

法定代表人 冉云 联系人 金喆

电话 （028）86690126 传真 （028）86690126

网址 www.gjzq.com.cn 客服电话 4006600109

52.天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办公地址 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中南路99号保利广场A座37楼

注册地址 湖北省武汉市东湖新技术开发区关东园路2号高科大厦四楼

法定代表人 余磊 联系人 崔成

电话 027-87610052 传真 027-87618863

网址 www.tfzq.com 客服电话 4008005000

53.宏信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办公地址 四川成都市人民南路2段18号川信大厦10楼

注册地址 四川成都市人民南路2段18号川信大厦11楼

法定代表人 吴玉明 联系人 刘进海

电话 028-86199278 传真 028-86199382

网址 www.hxzq.cn 客服电话 4008366366

54.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400-600-8800

网址：www.jsfund.cn

欢迎广大投资者垂询、惠顾办理本基金的开户、认购等相关业务。

特此公告。

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6年3月23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