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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losure

万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旗下部分基金新增宁波银行为销售机构并开通定投业务的公告

根据万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与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宁波银行” ）签订

的销售协议，宁波银行从2021年4月16日起代理本公司旗下部分开放式基金产品的销售业务，即投资者可在宁波

银行办理基金的开户、申购、赎回、定期定额投资（以下简称“基金定投” ）等业务，业务办理的具体事宜请遵从宁

波银行的相关规定。

一、本次增加宁波银行为销售机构的基金产品如下：

基金代码 基金简称

009981 万家创业板指数增强A

009982 万家创业板指数增强C

002670 万家沪深300指数增强A

002671 万家沪深300指数增强C

519180 万家上证180

519193 万家消费成长

005313 万家中证1000指数增强A

005314 万家中证1000指数增强C

006729 万家中证500指数增强A

006730 万家中证500指数增强C

161907 万家中证红利

005299 万家成长优选A

005300 万家成长优选C

161914 万家创业板2年定开A

161915 万家创业板2年定开C

161903 万家行业优选

519181 万家和谐增长

009199 万家价值优势一年持有

010054 万家健康产业A

010055 万家健康产业C

005311 万家经济新动能A

005312 万家经济新动能C

519185 万家精选

506001 万家科创板2年定开

501075 万家科创主题3年A

008633 万家科技创新A

008634 万家科技创新C

004641 万家量化睿选

008979 万家民丰回报一年持有期

519195 万家品质生活

007232 万家平衡养老FOF

006233 万家汽车新趋势A

006234 万家汽车新趋势C

005400 万家潜力价值A

005401 万家潜力价值C

001488 万家瑞丰A

001489 万家瑞丰C

001530 万家瑞富

002664 万家瑞和A

002665 万家瑞和C

003751 万家瑞隆

005317 万家瑞舜A

005318 万家瑞舜C

001633 万家瑞祥A

001634 万家瑞祥C

004731 万家瑞尧A

004732 万家瑞尧C

001635 万家瑞益A

001636 万家瑞益C

003734 万家瑞盈A

003735 万家瑞盈C

161912 万家社会责任A

161913 万家社会责任C

519183 万家双引擎

006294 万家稳健养老FOF

161910 万家新机遇价值驱动A

006085 万家新机遇价值驱动C

005821 万家新机遇龙头企业

519196 万家新兴蓝筹

009688 万家鑫动力

008553 万家养老2035FOF

519197 万家颐达

519198 万家颐和

010611 万家战略发展产业A

010612 万家战略发展产业C

005094 万家臻选

006132 万家智造优势A

006133 万家智造优势C

008120 万家自主创新A

008121 万家自主创新C

519508 万家货币A

519507 万家货币B

519511 万家日日薪A

519512 万家日日薪B

004717 万家天添宝A

004718 万家天添宝B

000773 万家现金宝A

004811 万家现金宝B

004169 万家现金增利A

004170 万家现金增利B

003520 万家1-3年政策性金融债A

003521 万家1-3年政策性金融债C

519208 万家3-5年政策性金融债A

519209 万家3-5年政策性金融债C

004681 万家安弘A

004682 万家安弘C

008491 万家家丰A

008492 万家家丰C

004571 万家家瑞A

004572 万家家瑞C

519199 万家家享中短债A

007926 万家家享中短债C

007927 万家家享中短债E

004464 万家玖盛9个月A

004465 万家玖盛9个月C

008331 万家可转债A

008332 万家可转债C

009338 万家民瑞祥和6个月持有A

009339 万家民瑞祥和6个月持有C

519206 万家年年恒荣定开A

519207 万家年年恒荣定开C

161911 万家强化收益

519190 万家双利

161908 万家添利

519186 万家稳健增利A

519187 万家稳健增利C

004079 万家鑫丰纯债A

004080 万家鑫丰纯债C

003327 万家鑫璟纯债A

003328 万家鑫璟纯债C

006172 万家鑫悦纯债A

006173 万家鑫悦纯债C

519188 万家信用恒利A

519189 万家信用恒利C

161902 万家增强收益

二、基金定投业务

基金定投是指投资者通过向本公司指定的宁波银行提交申请，约定申购周期、申购时间和申购金额，由宁波

银行在设定期限内按照约定的自动投资日在投资者指定资金账户内自动完成基金申购申请的一种长期投资方

式。

(一)�适用投资者范围

符合相关基金合同规定的所有投资者。

(二)�参与基金

基金代码 基金简称

002670 万家沪深300指数增强A

002671 万家沪深300指数增强C

519180 万家上证180

519193 万家消费成长

005313 万家中证1000指数增强A

005314 万家中证1000指数增强C

006729 万家中证500指数增强A

006730 万家中证500指数增强C

161907 万家中证红利

005299 万家成长优选A

005300 万家成长优选C

161903 万家行业优选

519181 万家和谐增长

009199 万家价值优势一年持有

010054 万家健康产业A

010055 万家健康产业C

005311 万家经济新动能A

005312 万家经济新动能C

519185 万家精选

008633 万家科技创新A

008634 万家科技创新C

004641 万家量化睿选

008979 万家民丰回报一年持有期

519195 万家品质生活

007232 万家平衡养老FOF

006233 万家汽车新趋势A

006234 万家汽车新趋势C

005400 万家潜力价值A

005401 万家潜力价值C

001488 万家瑞丰A

001489 万家瑞丰C

001530 万家瑞富

002664 万家瑞和A

002665 万家瑞和C

003751 万家瑞隆

005317 万家瑞舜A

005318 万家瑞舜C

001633 万家瑞祥A

001634 万家瑞祥C

004731 万家瑞尧A

004732 万家瑞尧C

001635 万家瑞益A

001636 万家瑞益C

003734 万家瑞盈A

003735 万家瑞盈C

519183 万家双引擎

006294 万家稳健养老FOF

161910 万家新机遇价值驱动A

006085 万家新机遇价值驱动C

005821 万家新机遇龙头企业

519196 万家新兴蓝筹

008553 万家养老2035FOF

519197 万家颐达

519198 万家颐和

010611 万家战略发展产业A

010612 万家战略发展产业C

005094 万家臻选

006132 万家智造优势A

006133 万家智造优势C

008120 万家自主创新A

008121 万家自主创新C

519508 万家货币A

519511 万家日日薪A

004717 万家天添宝A

000773 万家现金宝A

004169 万家现金增利A

003520 万家1-3年政策性金融债A

003521 万家1-3年政策性金融债C

519208 万家3-5年政策性金融债A

519209 万家3-5年政策性金融债C

004571 万家家瑞A

004572 万家家瑞C

519199 万家家享中短债A

007926 万家家享中短债C

008331 万家可转债A

008332 万家可转债C

009338 万家民瑞祥和6个月持有A

009339 万家民瑞祥和6个月持有C

519190 万家双利

161908 万家添利

519186 万家稳健增利A

519187 万家稳健增利C

004079 万家鑫丰纯债A

004080 万家鑫丰纯债C

003327 万家鑫璟纯债A

003328 万家鑫璟纯债C

006172 万家鑫悦纯债A

006173 万家鑫悦纯债C

519188 万家信用恒利A

519189 万家信用恒利C

161902 万家增强收益

(三)�办理方式

1、申请办理定期定额申购业务的投资者须拥有开放式基金账户，具体开户程序请遵循宁波银行的相关规定。

2、投资者开立基金账户后即可通过宁波银行申请办理相关万家开放式基金的基金定投业务，具体办理程序

请遵循宁波银行的相关规定。

(四)�办理时间

本业务的申请受理时间与基金日常申购业务受理时间相同。

(五)�申购金额

投资者可与宁波银行约定每期固定投资金额，每期定期定额申购金额最低下限为人民币 100元，级差为100

元。

(六)�扣款日期及扣款方式

1．投资者应遵循相关宁波银行的规定与其约定每期扣款日期。

2．宁波银行将按照投资者申请时所约定的每期约定扣款日、扣款金额扣款，若遇非基金开放日则顺延到下

一基金开放日，并以该日为基金申购申请日。

3．投资者需指定相关宁波银行认可的资金账户作为每期固定扣款账户。

4．扣款等其他相关事项请以宁波银行的规定为准。

(七)�申购费率

定期定额申购费率及计费方式等同于一般的申购业务。

(八)�扣款和交易确认

基金的注册登记人按照本款第（六）条规则确定的基金申购申请日（T日）的基金份额净值为基准计算申购

份额。 申购份额将在T+1工作日确认成功后直接计入投资者的基金账户。 投资者可自T+2工作日起查询申购成交

情况。

(九)�变更与解约

如果投资者想变更每月扣款金额和扣款日期，可提出变更申请；如果投资者想终止定期定额申购业务，可提

出解除申请，具体办理程序请遵循宁波银行的相关规定。

三、投资者可以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

1、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95574

网址： www.nbcb.com.cn

2、万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400-888-0800

网址： www.wjasset.com

风险提示：敬请投资者于投资前认真阅读各基金的《基金合同》和《招募说明书》等法律文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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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不承诺基金投资最低收益、也不保证基金投资一定赢利，

请投资者在充分考虑风险的情况下谨慎做出投资决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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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投资者自行负担。 投资者应当充分了解基金定期定额投资和零存整取等储蓄方式的区别。 定期定额

投资是引导投资者进行长期投资、平均投资成本的一种简单易行的投资方式。 但是定期定额投资并不能规避基金

投资所固有的风险,不能保证投资者获得收益,也不是替代储蓄的等效理财方式。

特此公告。

万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二一年四月十五日

证券代码：000767� � � � � � �证券简称：晋控电力 公告编号：2021临-024

晋能控股山西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度业绩快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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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别提示：本公告所载2020年度的财务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与年度报

告中披露的最终数据可能存在差异，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2020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单位：元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营业总收入 11,687,528,652.08 12,025,002,573.32 -2.81

营业利润 374,712,720.49 20,931,471.02 1,690.19

利润总额 412,662,779.42 99,257,173.26 315.7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26,030,437.94 68,131,964.33 231.75

基本每股收益（元） 0.0735 0.0221 232.5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93% 0.90% 2.03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总 资 产 56,853,939,284.09 50,935,982,708.41 11.6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8,237,058,782.83 7,614,028,344.88 8.18

股 本 3,076,942,219.00 3,076,942,219.00 -------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2.68 2.47 8.50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1.经营业绩说明：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16.87亿元，同比下降2.81%；营业利润3.75亿元，同

比上升1,690.19%；利润4.13亿元，同比上升315.75%；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2.26亿元，同比上升

231.75%；基本每股收益为0.0735元，同比上升 232.58%。 营业收入下降的主要原因系平均电价下降所

致。 营业利润同比上升的主要原因系燃料采购成本降低所致。

2.财务状况说明：报告期末，总资产为568.54亿元，较期初上升11.62%；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

者权益为82.37亿元， 较期初上升8.1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为2.68元， 较期初上升

8.5%。 主要原因系公司报告期漳泽发电2×1000MW项目、闻喜县99MW风电项目投资增加及发行永续

债的影响。

三、备查文件

比较式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

特此公告。

晋能控股山西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二一年四月十四日

证券代码：000767� � � � � � �证券简称：晋控电力 公告编号：2021临-025

晋能控股山西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一季度业绩预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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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业绩预计情况

1．业绩预告期间：2021年1月1日———2021年3月31日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盈利：约350万元～450万元

比上年同期减少：94.47%～95.7%

盈利:8,137.02万元

基本每股收益 盈利:�约0.0011元～0.0015元 盈利:�0.0264元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

利润

盈利：约100万元～130万元

比上年同期减少：98.04%～98.49%

盈利：6,616.41万元

2.�预计的业绩：同向下降

二、业绩预告预审计情况

本业绩预告未经注册会计师预审计。

三、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本报告期业绩预计数比上年同期公告数下降的主要原因是标煤单价较上年同期大幅上涨、 电价降

低及投资收益减少所致。

四、其他相关说明

以上财务数据均为预测数据，本公司2021年一季度具体财务数据将在2021年一季度报告中详细披

露。

晋能控股山西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二一年四月十四日

证券代码：002949� � � �证券简称：华阳国际 公告编号：2021-014

债券代码：128125� � � � �债券简称：华阳转债

深圳市华阳国际工程设计股份有限公

司2021年第一季度业绩预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本期业绩预计情况

1.业绩预告期间：2021年1月1日－2021年3月31日

2.预计的业绩： √亏损 □扭亏为盈 □同向上升 □同向下降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亏损：650万元—850万元 亏损：2,637.92万元

基本每股收益 亏损：0.0332—0.0434元/股 亏损：0.1346元/股

二、业绩预告预审计情况

本次业绩预告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三、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1、2021年第一季度，公司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预计亏损，主要原因为：公司业务具有一定

的季节性，一季度是公司生产经营的淡季。 由于春节假期、项目规划周期等因素影响，公司向客户提交劳

务成果并确认的收入较少，而公司成本主要为人工成本及办公等固定支出，具有一定的刚性。

2、本报告期，公司各项业务经营状况平稳，各业务板块收入同比增长较快，因此，亏损金额相对于同

期有所减少。

四、其他相关说明

本次业绩预告是公司财务部门的初步估算结果， 具体财务数据以2021年第一季度报告中披露数据

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深圳市华阳国际工程设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4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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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华阳国际工程设计股份有限公

司关于归还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

闲置募集资金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深圳市华阳国际工程设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0年4月16日召开的第二届董事

会第十二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

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在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前提下，使用不超过人民币19,000万元的闲置募

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自董事会审议批准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在本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

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期限届满之前，及时归还至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0年4月

17日刊登于《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

cninfo.com.cn）的《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29）

根据公司募集资金投入安排， 公司实际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募集资金金额为人民币17,900万

元。 在补充流动资金期间，公司对资金进行了合理的安排与使用，没有影响募集资金投资计划的正常进

行，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的情形。截至2021年4月13日，公司已将上述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

募集资金人民币17,900万元全部归还并转入公司募集资金专用账户，使用期限未超过12个月，并已将上

述募集资金的归还情况通知了公司的保荐机构及保荐代表人。

特此公告。

深圳市华阳国际工程设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4月14日

长江新能源产业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生效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21年04月15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长江新能源产业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长江新能源产业混合型

基金主代码 011446

基金运作方式 契约型开放式

基金合同生效日 2021年04月14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长江证券（上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

办法》、《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长江新能源产业混合型发

起式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和《长江新能源产业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

金招募说明书》的有关规定。

下属分级基金的基金简称 长江新能源产业混合型A 长江新能源产业混合型C

下属分级基金的交易代码 011446 011447

2�基金募集情况

基金募集申请获中国证监会核准的文号 证监许可[2020]3714号

基金募集期间 自2021年03月22日至2021年04月09日止

验资机构名称 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募集资金划入基金托管专户的日期 2021年04月13日

募集有效认购总户数（单位：户） 7,745

份额级别

长江新能源产业混合型

A

长江新能源产业混合型

C

合计

募集期间净认购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 331,155,746.95 18,638,463.81 349,794,210.76

认购资金在募集期间产生的利息 （单位：

人民币元 ）

33,184.58 1,763.90 34,948.48

募集份额（单位： 份

）

有效认购份额 331,155,746.95 18,638,463.81 349,794,210.76

利息结转的份额 33,184.58 1,763.90 34,948.48

合计 331,188,931.53 18,640,227.71 349,829,159.24

其中： 募集期间基金

管理人运用固有资金

认购本基金情况

认购的基金份额

（单位：份 ）

10,000,583.39 - 10,000,583.39

占基金总份额比例 3.02% - 2.86%

其他需要说明的事

项

管理人于2021年4月6

日认购本基金A类份额

1000.10万元，适用认购

费率1000元/笔，管理人

认购资金在募集期间产

生的利息为583.39元。

- -

其中： 募集期间基金

管理人的从业人员认

购本基金情况

认购的基金份额

（单位：份 ）

98.81 10,100.29 10,199.10

占基金总份额比例 - 0.05% -

募集期限届满基金是否符合法律法规规定

的办理基金备案手续的条件

是

向中国证监会办理基金备案手续获得书面

确认的日期

2021年04月14日

注：（1）本次基金募集期间所发生的信息披露费、律师费和会计师费等费用由基金管理人承担，不

从基金资产中支付。

（2）本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基金投资和研究部门负责人持有本基金份额总量的数量区间为0；本基

金的基金经理持有本基金份额总量的数量区间为0。

（3）募集期间基金管理人运用固有资金认购的基金份额及从业人员认购的基金份额占基金总份额

比例的计算中，对下属分类基金，比例的分母采用各自级别的份额；对合计数，比例的分母采用下属分类

基金份额的合计数，即基金整体的份额总额。

3�发起式基金发起资金持有份额情况

项目

持有份额

总数

持有份额占

基金总份额

比例

发起份额

总数

发起份额

占基金总

份额比例

发起份额承诺

持有期限

基金管理人固有资金 10,000,583.39 2.86% 10,000,583.39 2.86% 3年

基金管理人高级管理人员 - - - - -

基金经理等人员 - - - - -

基金管理人股东 - - - - -

其他 - - - - -

合计 10,000,583.39 2.86% 10,000,583.39 2.86% -

4�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1）自基金合同生效之日起，本基金管理人正式开始管理本基金。

（2）基金管理人自基金合同生效之日起不超过三个月开始办理申购、赎回业务。 在确定申购开始与

赎回开始时间后， 基金管理人将在申购、 赎回开放日前依照 《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

法》的有关规定在规定媒介上公告申购与赎回的开始时间。

（3）基金管理人固有资金作为本基金的发起资金，自本基金基金合同生效之日起，发起资金认购的

基金份额持有期限不少于三年。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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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资者投资本基金时应认真阅读本基金的 《基金合同》、《招募说明

书》、《基金产品资料概要》等法律文件，投资与自身风险承受能力相适应的基金。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

风险。

特此公告。

长江证券（上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21年04月15日

国金惠诚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生效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21年4月15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国金惠诚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国金惠诚

基金主代码 010249

基金运作方式 契约型开放式

基金合同生效日 2021年4月14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国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

办法》等法律法规以及《国金惠诚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国

金惠诚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

下属基金份额类别的基金简称 国金惠诚A 国金惠诚C

下属基金份额类别的交易代码 010249 010250

2.�基金募集情况

基金募集申请获中国证监会核准的文号 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2020】2159号

基金募集期间

自2021年3月2日

至2021年4月9日止

验资机构名称 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募集资金划入基金托管专户的日期 2021年4月13日

募集有效认购总户数（单位：户） 687

份额级别 国金惠诚A 国金惠诚C 合计

募集期间净认购金额

（单位：人民币元）

141,644,785.49 92,673,996.30 234,318,781.79

认购资金在募集期间产生的利息（单位：人

民币元）

40,624.31 11,055.89 51,680.20

募集份额

（单位：份）

有效认购份额 141,644,785.49 92,673,996.30 234,318,781.79

利息结转的份额 40,624.31 11,055.89 51,680.20

合计 141,685,409.80 92,685,052.19 234,370,461.99

募集期间基金管

理人运用固有资

金认购本基金情

况

认购的基金份额 （单

位：份）

0.00 0.00 0.00

占基金总份额比例 0.00% 0.00% 0.00%

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

募集期间基金管

理人的从业人员

认购本基金情况

认购的基金份额 （单

位：份）

200.28 10,114.20 10,314.48

占基金总份额比例 0.0001% 0.0109% 0.0044%

募集期限届满基金是否符合法律法规规定

的办理基金备案手续的条件

是

向中国证监会办理基金备案手续获得书面

确认的日期

2021年4月14日

注：1.本次募集期间发生的与本基金有关的律师费、会计师费、信息披露费等费用不从基金资产中列

支；

2.在基金募集期内，国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基金投资和研究部门负责人认购国金

惠诚A类基金份额总量的数量区间为零份； 认购国金惠诚C类基金份额总量的数量区间为零至十万份

（含）；

3.国金惠诚的基金经理认购国金惠诚A类基金份额总量的数量区间为零份；认购国金惠诚C类基金

份额总量的数量区间为零份。

3.�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销售机构受理投资者认购申请并不代表该申请成功， 申请的成功与否须以本基金注册登记人的确

认结果为准。 基金份额持有人可以到销售机构的网点进行交易确认单的查询和打印，也可以通过本基金

管理人的网站（www.gfund.com）或客户服务电话（4000-2000-18）查询交易确认情况。

根据国金惠诚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基金合同》的有关规定，国金惠诚债券型证券

投资基金（A类份额代码：010249、C类份额代码：010250）的申购、赎回自《基金合同》生效之日起不超

过3个月开始办理，基金管理人应在开始办理申购、赎回的具体日期前依照《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信息

披露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在规定媒体上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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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资者投资基金前应认真阅读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法律文件，投资与自

身风险承受能力相适应的基金。

特此公告。

国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1年4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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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迎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交易风险提示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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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内容提示：

●截至4月14日收盘，公司最新静态市盈率为59.68倍，高于同行业水平。

●2021年4月9日、4月12日、4月13日、4月14日连续四个交易日换手率分别达到62.42%、46.46%、

71.05%、68.98%，换手率较高。

●公司2020年前三季度经营业绩同比下滑，实现营业收入为53,342.68万元，较2019年1-9月减少

19.67%；归属于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5,712.88万元，较2019年1-9月减少29.00%。

公司股票价格于2021年4月9日、4月12日、4月13日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

超过20%，触及股票交易异常波动，4月14日股价再次涨停，公司现对相关风险提示如下：

一、二级市场交易风险

公司股票于2021年4月9日、4月12日、4月13日、4月14日连续四个交易日内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

累计达到33.41%，股价剔除大盘和板块整体因素后的实际波动幅度较大；同时，最近四个交易日换手率

分别达到62.42%、46.46%、71.05%、68.98%。 截至2021年4月14日，公司最新静态市盈率为59.68倍，根据

中证指数有限公司发布的证监会行业市盈率显示，公司所处的纺织业静态市盈率为26.84倍。 公司静态

市盈率高于行业平均静态市盈率。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二级市场交易风险，理性决策，审慎投资。

二、生产经营风险

公司2020年前三季度经营业绩有所下滑，截至2020年9月30日，公司2020年1-9月实现营业收入为

53,342.68万元，较2019年1-9月减少19.67%；归属于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5,712.88万元，较2019年

1-9月减少29.00%。 敬请投资者注意经营风险。

三、董事会声明及相关方承诺

1、公司董事会确认，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没有任何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

关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董事会也未获悉公司有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对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

格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2、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为公司指定

信息披露报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为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公司所有信息均以

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浙江迎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4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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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应龙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20年度业绩说明会的预告补充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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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内容提示：

●会议召开时间：2021年4月16日（星期五）16:00-17:00

●会议召开地点： 上海证券交易所 “上证e互动” 网络平台的 “上证e访谈” 栏目（http://sns.

sseinfo.com），投资者也可通过上证路演中心（http://roadshow.sseinfo.com）参与本次业绩说明会

●会议召开方式：网络文字互动

马应龙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1年4月9日披露了《关于2020年度业绩说

明会的预告公告》（公告编号： 临2021-009）， 现补充本次业绩说明会的召开地点为上海证券交易所

“上证e互动” 网络平台的“上证e访谈” 栏目（http://sns.sseinfo.com），投资者也可通过上证路演中

心（http://roadshow.sseinfo.com）参与本次业绩说明会。 具体内容如下：

一、说明会类型

马应龙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 已于2021年3月26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披露了《马应龙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为使投资

者更加全面、深入了解公司情况，公司拟以网络文字互动的方式召开2020年度业绩说明会，就投资者普

遍关注的问题进行交流，欢迎广大投资者积极参与。

二、说明会召开的时间、地点

公司2020年度业绩说明会将于2021年4月16日（星期五）16:00-17:00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e

互动” 网络平台的“上证e访谈” 栏目（http://sns.sseinfo.com）以网络文字互动的方式召开，投资者也

可通过上证路演中心（http://roadshow.sseinfo.com）参与本次业绩说明会。

三、参加人员

公司2020年度业绩说明会参加人员包括董事长陈平先生，董事、总经理夏有章先生，财务总监王兵

先生，董事会秘书、总经理助理马倩女士。

四、投资者参加方式

（一）投资者可在2021年4月15日（星期四）16:00前将有关问题通过电子邮件的形式发送至公司

投资者关系邮箱（ir@mayinglong.cn）， 公司将在本次业绩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

答。

（二）投资者可在2021年4月16日（星期五）16:00-17:00登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e互动” 网络

平台的“上证e访谈” 栏目（http://sns.sseinfo.com）在线参与本次业绩说明会，也可通过上证路演中

心（http://roadshow.sseinfo.com）参与本次业绩说明会。

五、联系人及咨询办法

联系部门：董事会秘书处

联系电话：027-87291519

电子邮箱：ir@mayinglong.cn

六、其他事项

本次业绩说明会召开后，投资者可通过“上证e访谈” 栏目查看本次业绩说明会的召开情况及互动

内容。

特此公告。

马应龙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4月15日

嘉合中债-1-3年政策性金融债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合同生效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21年4月15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嘉合中债-1-3年政策性金融债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嘉合中债-1-3年政金债指数

基金主代码 010516

基金运作方式 契约型开放式

基金合同生效日 2021年4月14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嘉合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

《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等相关法律法规以及 《嘉合中债

-1-3年政策性金融债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嘉合中债-1-3年政策性

金融债指数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

下属分级基金的基金简称 嘉合中债-1-3年政金债指数A 嘉合中债-1-3年政金债指数C

下属分级基金的交易代码 010516 010517

2、基金募集情况

基金募集申请获中国证监会核准的文号 证监许可[2020]2534号

基金募集期间 自2021年1月18日至2021年4月9日

验资机构名称 毕马威华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募集资金划入基金托管专户的日期 2021年4月13日

募集有效认购总户数（单位：户） 216

份额类别

嘉合中债-1-3年政金

债指数A

嘉合中债-1-3年政金

债指数C

合计

募集期间净认购金额（单位：元） 215,020,626.78 108,052,153.85 323,072,780.63

认购资金在募集期间产生的利息（单位：元） 4,778.58 2,246.59 7,025.17

募集份额 （单位：

份）

有效认购份额 215,020,626.78 108,052,153.85 323,072,780.63

利息结转的份额 4,778.58 2,246.59 7,025.17

合计 215,025,405.36 108,054,400.44 323,079,805.80

其中： 募集期间基

金管理人运用固有

资金认购本基金情

况

认购的基金份额 （含利

息转份额，单位：份）

- - -

占基金总份额比例 - - -

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 - -

其中： 募集期间基

金管理人的从业人

员认购本基金情况

认购的基金份额 （含利

息转份额，单位：份）

4,151.30 720.50 4,871.80

占基金总份额比例 0.0019% 0.0007% 0.0015%

募集期限届满基金是否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

办理基金备案手续的条件

是

向中国证监会办理基金备案手续获得书面确

认的日期

2021年4月14日

注：（1）按照相关规定，本基金合同生效前的信息披露费、会计师费、律师费等费用由基金管理人承

担，不从基金资产中支付。

（2）本基金管理人的高级管理人员、基金投资和研究部门负责人认购本基金份额总量的数量区间

为0至10万份（含）。

（3）本基金的基金经理认购本基金份额总量的数量区间为0至10万份（含）。

3、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基金份额持有人可以在基金合同生效后到本基金销售机构的网点查询交易确认情况， 也可以通过

本基金管理人的网站（www.haoamc.com）或客户服务电话（400-060-3299）查询交易确认情况。

本基金自基金合同生效之日起不超过3个月开始办理申购、赎回业务。 在确定申购开始与赎回开始

时间后，基金管理人应在申购、赎回开放日前依据《信息披露办法》的有关规定在规定媒介上公告申购

与赎回的开始时间。

风险提示：

基金管理人承诺以恪尽职守、诚实信用、谨慎勤勉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本基金一

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基金管理人所管理的其他基金的业绩并不构成对本基金业绩表现的保证。

投资人应当认真阅读基金合同、基金招募说明书等信息披露文件，自主判断基金的投资价值，自主做出

投资决策，自行承担投资风险。 基金管理人提醒投资人基金投资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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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投资人自行负担。

特此公告。

嘉合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1年4月15日

招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旗下部分基金增加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信证券（山东）有限责任公司、中

信证券华南股份有限公司、中信期货有限公司为销售机构的公告

根据招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与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证

券” ）、中信证券（山东）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中信证券山东” ）、中信证券华南股份有限公司（原

广州证券）（以下简称“中信证券华南” ）、中信期货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期货” ）签署的基金销售

协议，自2021年4月15日起，本公司将增加中信证券、中信证券山东、中信证券华南、中信期货为以下各基

金的销售机构并开通账户开户、申购、赎回、定投及转换等业务。

基金代码 基金名称

003449 招商招华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C

004780 招商招利一年期理财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007051 招商中债3-5年国开行债券指数证券投资基金A

007052 招商中债3-5年国开行债券指数证券投资基金C

000758 招商招钱宝货币市场基金C

000809 招商招利1个月期理财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B

001427 招商丰泽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

001446 招商丰泽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C

002017 招商瑞丰灵活配置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C

002271 招商安弘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02819 招商丰美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

002820 招商丰美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C

003265 招商招坤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A

003266 招商招坤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C

003454 招商招通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A

003455 招商招通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C

008791 招商安华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A

008792 招商安华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C

002417 招商丰盛稳定增长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C

161722 招商丰泰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LOF）

004410 招商央视财经50指数证券投资基金C

004409

招商深证电子信息传媒产业（TMT）5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

金C

004408 招商深证100指数证券投资基金C

004407 招商上证消费8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C

161720 招商中证全指证券公司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161723 招商中证银行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161724 招商中证煤炭等权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161727 招商增荣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LOF）

具体业务类型及办理程序请遵循销售机构的相关规定。 投资者欲了解详细信息请仔细阅读相关基

金的基金合同和招募说明书等法律文件。

一、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

1、招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站：www.cmfchina.com

2、招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客户服务热线：4008879555（免长途话费）

3、销售机构客服电话及网址：

销售机构 网址 客服电话

中信证券 www.citics.com 95548

中信证券山东 sd.citics.com 95548

中信证券华南 www.gzs.com.cn 95548

中信期货 www.citicsf.com 4009908826

二、风险提示：

投资者在投资基金前应认真阅读《基金合同》和《招募说明书》等基金法律文件，全面认识基金产

品的风险收益特征，在了解产品情况及听取销售机构适当性意见的基础上，根据自身的风险承受能力、

投资期限和投资目标，对基金投资作出独立决策，选择合适的基金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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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资者投资于基金时应认真阅读相关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资料。 敬请投资者

留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招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1年4月15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