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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航发动力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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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1年09月13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西安市未央区西航科教文中心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94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831,382,999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31.1894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会议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董事长杨森先生因工作原因未能出席会议，由

副董事长颜建兴先生主持本次会议。大会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进行表决，会议的

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11人，出席1人，副董事长颜建兴先生出席并主持会议。 董事长杨森先生、董事张姿

女士、赵亮先生、孙洪伟先生、贾大风先生、杨先锋先生，独立董事李金林先生、刘志猛先生、王占学先生、

杜剑先生因工作原因无法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1人，职工监事雷卫龙先生出席会议。 监事会主席牟欣先生、监事王录堂先

生因工作原因无法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3.公司副总经理、总会计师任立新先生、董事会秘书王洪雷先生出席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公司下属子公司中国航发沈阳黎明航空发动机有限责任公司拟受让中国航发沈

阳黎明航空科技有限公司部分资产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34,697,868 99.9846 36,100 0.0154 0 0.0000

2.议案名称：《关于续聘2021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831,157,395 99.9728 126,100 0.0151 99,504 0.0121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关于公司下属子公司中

国航发沈阳黎明航空发动

机有限责任公司拟受让中

国航发沈阳黎明航空科技

有限公司部分资产暨关联

交易的议案》

234,697,868 99.9846 36,100 0.0154 0 0.0000

2

《关于续聘2021年度审计机

构的议案》

234,508,364 99.9038 126,100 0.0537 99,504 0.0425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涉及关联交易议案的说明：议案1为关联交易，涉及公司实际控制人中国航空发动机集团有限公司的下

属企业，中国航发西安航空发动机有限公司作为关联股东，其所持股份596,649,031股全部回避表决。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

律师：赖熠、吴桐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及表决程序、表决结果符合有关法律、法

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目录

1.中国航发动力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出具的关于中国航发动力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第五次临时股东

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中国航发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9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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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节能风力发电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21年半年度绿色公司债券保证人财务状况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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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节能风力发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公开发行绿色公司债券的保证人中国节能环保集

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节能” ）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披露了《中国节能环保集团有限公司公司债券半

年度报告（2021年）》，公司根据《关于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的上市公司年度报告披露的补充规定》的相关

要求，现就保证人的主要财务情况公告如下：

一、 中国节能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中国节能环保集团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 中央国有企业

法定代表人 宋鑫

注册资本（人民币） 77.00亿元

成立日期 1989年6月22日

办公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西直门北大街42号节能大厦

二、 中国节能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亿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期末（未经审计） 上年末（经审计）

资产总计 2,597.29 2,230.76

所有者权益合计 796.55 730.64

项目 本期（未经审计） 上年同期（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 243.48 186.17

利润总额 28.31 20.10

净利润 21.51 14.29

三、 中国节能主要财务指标

项目 本期末（未经审计） 上年末（经审计）

流动比率（倍） 1.38 1.48

速动比率（倍） 1.19 1.24

资产负债率（%） 69.33 67.25

项目 本期（未经审计） 上年同期（未经审计）

净资产收益率（%） 2.70 2.55

上述财务指标计算公式如下：

（1）流动比率=流动资产/流动负债；

（2）速动比率=（流动资产－存货）/流动负债；

（3）资产负债率=负债总额/资产总额；

（4）净资产收益率=净利润/期末所有者权益合计

四、中国节能的资信情况

中国节能资信状况良好，与国内主要银行保持着长期合作伙伴关系，并能及时偿还到期银行债务，

未发生违约行为；与主要客户发生业务往来时，未有违约现象。

根据大公国际资信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中国节能环保集团有限公司主体与相关债项2021年度跟

踪评级报告》，中国节能的主体评级为AAA，评级展望为稳定。

五、中国节能累计担保情况

中国节能2021年半年度对外担保金额为17.76亿元，占期末净资产比重为2.23%。具体内容详见中国

节能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披露的《中国节能环保集团有限公司公司债券半年度报告（2021年）》。

六、中国节能拥有的除发行人股权外的其他主要资产

（一）资产情况

截至2020年12月31日，中国节能持有公司股权48.25%，除发行人股权外，中国节能对主要业务板块

的主要经营主体持股情况如下：

序号 企业名称 业务性质

注册资本

（万元）

持股比例

1 中环保水务投资有限公司 投资与资产管理 233,333.33 55.00%

2 中节能绿色建筑产业有限公司 投资与资产管理 168,639.93 100.00%

3 中节能太阳能股份有限公司 太阳能发电 300,709.80 34.70%

4 中国节能环保（香港）投资有限公司 投资与资产管理 64,105.83 100.00%

5 中节能（天津）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投资与资产管理 50,000.00 96.73%

6 中节能（山东）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投资与资产管理 43,000.00 100.00%

7 中节能科技投资有限公司 投资与资产管理 45,865.00 100.00%

8 中国新时代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投资与资产管理 204,425.00 100.00%

9 中节能资产经营有限公司 投资与资产管理 179,682.12 100.00%

10 中国启源工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工程勘察设计 53,173.14 100.00%

11 重庆中节能实业有限责任公司 投资与资产管理 45,775.97 98.03%

12 中国环境保护集团有限公司 投资与资产管理 447,443.48 100.00%

13 中国地质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其他土木工程建筑施工 154,718.00 100.00%

14 中节能咨询有限公司 其他法律服务 5,000.00 100.00%

15 中节能工业节能有限公司 日用产品修理业 97,193.73 94.09%

16 中节能环保投资发展（江西）有限公司 投资与资产管理 85,000.00 94.12%

17 中节能工程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 节能技术推广服务 10,000.00 100.00%

18 中节能建筑节能有限公司 其他未列明日用产品修理业 70,000.00 100.00%

19 中节能水务发展有限公司 投资与资产管理 145,910.49 100.00%

20 中节能财务有限公司 财务公司服务 300,000.00 100.00%

21 中节能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投资与资产管理 339,111.60 68.75%

22 中节能绿碳环保有限公司 投资与资产管理 70,000.00 100.00%

23 中节能万润股份有限公司 精细化工 90,913.32 28.60%

24 中国第四冶金建设有限责任公司 其他土木工程建筑施工 20,000.00 51.00%

25 中节能资本控股有限公司 投资与资产管理 228,625.00 100.00%

26 中节能中咨华瑞科技有限公司 科技推广和应用服务业 1,833.00 57.99%

27 中节能生态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其他技术推广服务 89,082.72 100.00%

28 中节能环保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专用设备制造 42,724.41 37.31%

29

中节能生态产品发展研究中心有限公

司

研究和试验发展 10,000.00 100.00%

30 中英低碳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投资与资产管理 4,014.66 72.42%

31 中节能国祯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水的生产和供应业 69,895.92 22.73%

截至2020年12月31日，中国节能拥有的以上主要子公司的股权不存在抵押、质押等权利限制。

（二）资产权利受限情况

截至2021年6月30日，中国节能资产所有权抵、质押的情况为： 单位：亿元 币种：人民币

受限资产 受限额度

受限资金账面价值占该类别资产账面价值的比例

（%）

货币资金 20.00 9.25

应收票据 0.09 1.37

应收账款 73.27 23.77

存货 3.04 2.49

固定资产 63.56 9.51

无形资产 27.18 9.58

在建工程 5.54 1.58

其他 68.50 24.75

合计 261.18 -

七、关于保证人更多财务信息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官方网站（www.sse.com.cn）。

特此公告。

中节能风力发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9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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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集中竞价减持股份结果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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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持股的基本情况

截至减持计划披露日，副董事长张新海先生持有索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股票

361,200股，占公司当时总股本的0.0786%；董事、总经理郝俊文先生持有公司股票545,100股，占公司

当时总股本的0.1187%； 董事、 副总经理刘瑞先生持有公司股票348,500股， 占公司当时总股本的

0.0759%；董事荆升阳先生持有公司股票291,200股，占公司当时总股本的0.0634%；副总经理、财务总

监郎静女士持有公司股票445,500股，占公司当时总股本的0.0970%；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袁钢先生持

有公司股票449,500股，占公司当时总股本的0.0979%；总工程师李军先生持有公司股票271,500股，占

公司当时总股本的0.0591%； 副总经理范本勇先生持有公司股票278,500股， 占公司当时总股本的

0.0606%；副总经理李建宁先生持有公司股票281,500股，占公司当时总股本的0.0613%；副总经理黄河

先生持有公司股票292,500股，占公司当时总股本的0.0637%。

●集中竞价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 张新海先生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减持公司股份90,300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0.0196%；郝俊文先生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减持公司股份120,2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0261%；刘瑞先生

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减持公司股份72,8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0158%；荆升阳先生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

式累计减持公司股份72,8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0158%；郎静女士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减持公司股份97,

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0211%；袁钢先生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减持公司股份60,5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0132%；李军先生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减持公司股份53,5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0116%；范本勇先生通

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减持公司股份55,3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0120%；李建宁先生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

累计减持公司股份55,300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0.0120%； 黄河先生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减持公司股份58,

8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0128%。

●股份变动情况

公司因2020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股票期权第一个行权期行权导致总股本发生变动，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于2021年9月6日出具了证券变更登记证明，公司总股本由

459,268,184股变更为459,950,434股， 本公告中所述比例相应发生变动 （股份变动情况详见公司于

2021年9月8日披露的《索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20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股票期权第

一个行权期行权结果暨股份上市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99）。

一、集中竞价减持主体减持前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张新海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361,200 0.0786% 其他方式取得：361,200股

郝俊文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545,100 0.1187% 其他方式取得：545,100股

刘瑞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348,500 0.0759% 其他方式取得：348,500股

荆升阳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291,200 0.0634% 其他方式取得：291,200股

郎静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445,500 0.0970% 其他方式取得：445,500股

袁钢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449,500 0.0979% 其他方式取得：449,500股

李军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271,500 0.0591% 其他方式取得：271,500股

范本勇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278,500 0.0606% 其他方式取得：278,500股

李建宁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281,500 0.0613% 其他方式取得：281,500股

黄河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292,500 0.0637% 其他方式取得：292,500股

上述减持主体股份来源为股权激励取得的股份。

上述减持主体存在一致行动人：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一致行动关系形成原因

第一组

郝俊文 545,100 0.1187% 郎静女士为郝俊文先生的配偶

郎静 445,500 0.0970% 郝俊文先生为郎静女士的配偶

合计 990,600 0.2157% —

上述持股比例均为占减持计划披露日公司总股本的比例。

二、集中竞价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

(一)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因以下事项披露集中竞价减持计划实施结果：减持计划实施完毕

股东名

称

减持数

量（股）

减持比

例

减持期间

减持方

式

减持价格区间

（元/股）

减持总金

额（元）

减持完成

情况

当前持股

数量（股）

当前持股

比例

张新海 90,300

0.0196

%

2021/8/26 ～

2021/9/9

集中竞

价交易

22.88－32.25

2,204,

173

已完成 270,900 0.0589%

郝俊文 120,200

0.0261

%

2021/9/10 ～

2021/9/10

集中竞

价交易

31.60－32.98

3,877,

800

已完成 424,900 0.0924%

刘瑞 72,800

0.0158

%

2021/9/10 ～

2021/9/10

集中竞

价交易

32.98－33.61

2,419,

294

已完成 275,700 0.0599%

荆升阳 72,800

0.0158

%

2021/8/26 ～

2021/9/13

集中竞

价交易

23.21－34.00

1,900,

520

已完成 218,400 0.0475%

郎静 97,000

0.0211

%

2021/9/10 ～

2021/9/13

集中竞

价交易

32.80－34.00

3,216,

744

未 完 成 ：

50股

348,500 0.0758%

袁钢 60,500

0.0132

%

2021/9/10 ～

2021/9/13

集中竞

价交易

32.27－34.00

2,008,

800

未 完 成 ：

50股

389,000 0.0846%

李军 53,500

0.0116

%

2021/9/10 ～

2021/9/10

集中竞

价交易

32.66－33.50

1,770,

200

未 完 成 ：

50股

218,000 0.0474%

范本勇 55,300

0.0120

%

2021/9/10 ～

2021/9/10

集中竞

价交易

32.40－32.40

1,791,

720

已完成 223,200 0.0485%

李建宁 55,300

0.0120

%

2021/9/10 ～

2021/9/10

集中竞

价交易

32.29－34.00

1,827,

950

已完成 226,200 0.0492%

黄河 58,800

0.0128

%

2021/9/10 ～

2021/9/10

集中竞

价交易

33.19－33.41

1,955,

972

已完成 233,700 0.0508%

上述持股比例均为占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总股本的比例。

(二)本次实际减持情况与此前披露的减持计划、承诺是否一致√是 □否

(三)减持时间区间届满，是否未实施减持□未实施 √已实施

(四)实际减持是否未达到减持计划最低减持数量（比例）□未达到 √已达到

(五)是否提前终止减持计划□是 √否

特此公告。

索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9-14

证券代码：600756�证券简称：浪潮软件 公告编号：2021-038

浪潮软件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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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1年9月13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山东省济南市高新区浪潮路1036号S06楼南三层309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8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6,817,520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2.5999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

章程》的规定。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长王柏华先生主持。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6人，出席6人；

2、 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 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其他高管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与浪潮集团财务有限公司签署《金融服务协议》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700,311 83.6126 1,117,209 16.3874 0 0.0000

2、议案名称：关于预计与浪潮集团财务有限公司关联交易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742,111 84.2258 1,075,409 15.7742 0 0.0000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关于与浪潮集团财务有限公

司签署《金融服务协议》的议

案

5,700,311 83.6126 1,117,209 16.3874 0 0.0000

2

关于预计与浪潮集团财务有

限公司关联交易的议案

5,742,111 84.2258 1,075,409 15.7742 0 0.0000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议案1、议案2为涉及关联交易的议案，公司控股股东浪潮软件科技有限公司作为交易对方的关联方，为关

联股东，在会议审议上述议案时按照相关规定回避表决。 其所持有的股份61,881,000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19.09%）不计入第1项、第2项议案的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君致律师事务所

律师：王海青、陈朋朋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律师基于上述审核认为，公司2021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

司章程》之规定；出席公司2021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合法有效；公司2021年第三次临时股

东大会的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之规定；股东大会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 备查文件目录

1、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 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浪潮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9月14日

证券代码：603797� �证券简称：联泰环保 公告编号：2021-065

转债代码：113526� � � � � � � �转债简称：联泰转债

广东联泰环保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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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1年9月13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广东省汕头市中山东路黄厝围龙珠水质净化厂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5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59,593,180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61.5677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广东联泰环保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大

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公司董事长黄建勲先生主持。本次会议以现场和网络投票相结合

的方式对股东大会通知中列明的事项进行了投票表决，表决方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广

东联泰环保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7人，出席7人；

2、 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 董事会秘书林锦顺先生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广东联泰环保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21年半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59,593,180 100.00 0 0.0000 0 0.0000

(二)现金分红分段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持股5%以上普通股股东 331,986,811 100.00 0 0.0000 0 0.0000

持股1%-5%普通股股东 27,561,889 100.00 0 0.0000 0 0.0000

持股1%以下普通股股东 44,480 100.00 0 0.0000 0 0.0000

其中: 市值50万以下普通

股股东

44,480 100.00 0 0.0000 0 0.0000

市值50万以上普通股股东 0 0.0000 0 0.0000 0 0.0000

(三)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广东联泰环保股份有限公

司关于《2021年半年度利

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27,606,369 100.00 0 0.0000 0 0.0000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无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

律师：彭文文、李紫竹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程序、 召集人资格、 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实施细

则》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出席会议的人员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

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 备查文件目录

1、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 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3、 本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广东联泰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9月13日

关于嘉实产业先锋混合2021年9月16

日、17日、22日暂停申购、赎回、转换及

定投业务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21年9月14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嘉实产业先锋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嘉实产业先锋混合

基金主代码 009869

基金管理人名称 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嘉实产业先锋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嘉实产业先锋混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招募说明书》的有关规定，以及港股通的休市安排

暂停相关业务的

起始日及原因说

明

暂停申购起始日 2021年9月16日

暂停赎回起始日 2021年9月16日

暂停转换转入起始日 2021年9月16日

暂停转换转出起始日 2021年9月16日

暂停定期定额投资起始日 2021年9月16日

暂停申购（赎回、转换、定投）的原因说明

2021年9月16日（星期四）、9月17日（星期五）港股通休市；2021年9月18日（星期

六）至9月21日（星期二）节假日休市；2021年9月22日（星期三）港股通休市

恢复相关业务的

日期及原因说明

恢复申购日 2021年9月23日

恢复赎回日 2021年9月23日

恢复转换转入起始日 2021年9月23日

恢复转换转出起始日 2021年9月23日

恢复定期定额投资日 2021年9月23日

恢复申购（赎回、转换、定投）的原因说明 2021年9月23日（星期四）为港股通交易日

下属分级基金的基金简称 嘉实产业先锋混合A 嘉实产业先锋混合C

下属分级基金的交易代码 009869 009870

该分级基金是否暂停/恢复申购（赎回、转换、定期定额投资） 是 是

2�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2021年9月23日起（含2021年9月23日）恢复本基金的日常申购（含定投及转换）、赎回业务，届时将不再另行公告。

投资者可登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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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嘉实恒生港股通新经济指数

（LOF）2021年9月16日、17日、22日

暂停申购、赎回及定投业务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21年9月14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嘉实恒生港股通新经济指数证券投资基金（LOF）

基金简称 嘉实恒生港股通新经济指数（LOF）

基金主代码 501311

基金管理人名称 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嘉实恒生港股通新经济指数证券投资基金（LOF）基金合同》、《嘉实恒生

港股通新经济指数证券投资基金（LOF）招募说明书》的有关规定，以及港股

通的休市安排

暂停相关业务的

起始日及原因说

明

暂停申购起始日 2021年9月16日

暂停赎回起始日 2021年9月16日

暂停定期定额投资起始日 2021年9月16日

暂停申购（赎回、定投）的原因说明

2021年9月16日（星期四）、9月17日（星期五）港股通休市；2021年9月18日（星

期六）至9月21日（星期二）节假日休市；2021年9月22日（星期三）港股通休

市

恢复相关业务的

日期及原因说明

恢复申购日 2021年9月23日

恢复赎回日 2021年9月23日

恢复定期定额投资日 2021年9月23日

恢复申购（赎回、定投）的原因说明 2021年9月23日（星期四）为港股通交易日

下属分类基金的基金简称

嘉实港股通新经济指数（LOF）A（场

内简称：新经济HK）

嘉实港股通新经济指数（LOF）C

下属分类基金的交易代码 501311 006614

该分类基金是否暂停/恢复申购（赎回、定期定额投资） 是 是

2�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2021年9月23日起（含2021年9月2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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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嘉实核心优势股票

2021年9月16日、17日、22日暂停申购、

赎回、转换及定投业务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21年9月14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嘉实核心优势股票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嘉实核心优势股票

基金主代码 005612

基金管理人名称 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嘉实核心优势股票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嘉实核心优势股票

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的有关规定，以及港股通的休市安排

暂停相关业务的

起始日及原因说

明

暂停申购起始日 2021年9月16日

暂停赎回起始日 2021年9月16日

暂停转换转入起始日 2021年9月16日

暂停转换转出起始日 2021年9月16日

暂停定期定额投资起始日 2021年9月16日

暂停申购（赎回、转换、定投）的原因说

明

2021年9月16日（星期四）、9月17日（星期五）港股通休市；2021年9月18日（星

期六）至9月21日（星期二）节假日休市；2021年9月22日（星期三）港股通休

市

恢复相关业务的

日期及原因说明

恢复申购日 2021年9月23日

恢复赎回日 2021年9月23日

恢复转换转入起始日 2021年9月23日

恢复转换转出起始日 2021年9月23日

恢复定期定额投资日 2021年9月23日

恢复申购（赎回、转换、定投）的原因说

明

2021年9月23日（星期四）为港股通交易日

2�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2021年9月23日起（含2021年9月23日）恢复本基金的日常申购（含定投及转换）、赎回业务，届时将不再另行公告。

投资者可登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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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嘉实价值精选股票

2021年9月16日、17日、22日暂停申购、

赎回、转换及定投业务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21年9月14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嘉实价值精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嘉实价值精选股票

基金主代码 005267

基金管理人名称 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嘉实价值精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嘉实价值精选股票型证券

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的有关规定，以及港股通的休市安排

暂停相关业务的

起始日及原因说

明

暂停申购起始日 2021年9月16日

暂停赎回起始日 2021年9月16日

暂停转换转入起始日 2021年9月16日

暂停转换转出起始日 2021年9月16日

暂停定期定额投资起始日 2021年9月16日

暂停申购（赎回、转换、定投）的原因说

明

2021年9月16日（星期四）、9月17日（星期五）港股通休市；2021年9月18日（星

期六）至9月21日（星期二）节假日休市；2021年9月22日（星期三）港股通休

市

恢复相关业务的

日期及原因说明

恢复申购日 2021年9月23日

恢复赎回日 2021年9月23日

恢复转换转入起始日 2021年9月23日

恢复转换转出起始日 2021年9月23日

恢复定期定额投资日 2021年9月23日

恢复申购（赎回、转换、定投）的原因说

明

2021年9月23日（星期四）为港股通交易日

2�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1、2021年9月23日起（含2021年9月23日）恢复本基金的日常申购（含定投及转换）、赎回业务，届时将不再另行公告。

2、本基金恢复申购、赎回、转换及定投业务后，将仍然对本基金的大额申购（含转入及定投）业务进行限制：本基金单个开放日每个

基金账户的累计申购（含转入及定投）的金额不得超过5000万元，如超过5000万元，本基金管理人将有权拒绝；投资者在基金合同约定

之外的日期和时间提出申购申请的，视为下一个开放日的申请。 具体见本公司发布的相关公告。

3、投资者可登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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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嘉实价值驱动一年持有期混合

2021年9月16日、17日、22日

暂停申购、转换转入及定投业务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21年9月14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嘉实价值驱动一年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嘉实价值驱动一年持有期混合

基金主代码 012533

基金管理人名称 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嘉实价值驱动一年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嘉实价值驱动

一年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的有关规定，以及港股通的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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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年9月16日

暂停转换转入起始日 2021年9月16日

暂停定期定额投资起始日 2021年9月16日

暂停申购（转换转入、定投）的原因说

明

2021年9月16日（星期四）、9月17日（星期五）港股通休市；2021年9月18日（星

期六）至9月21日（星期二）节假日休市；2021年9月22日（星期三）港股通休

市

恢复相关业务的

日期及原因说明

恢复申购日 2021年9月23日

恢复转换转入起始日 2021年9月23日

恢复定期定额投资日 2021年9月23日

恢复申购（转换转入、定投）的原因说

明

2021年9月23日（星期四）为港股通交易日

下属分级基金的基金简称 嘉实价值驱动一年持有期混合A 嘉实价值驱动一年持有期混合C

下属分级基金的交易代码 012533 012534

该分级基金是否暂停/恢复申购 （转换转入、 定期定额投

资）

是 是

2�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2021年9月23日起（含2021年9月23日）恢复本基金的日常申购（含定投及转换转入）业务，届时将不再另行公告。

投资者可登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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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嘉实匠心回报混合

2021年9月16日、17日、22日暂停申购、

赎回、转换及定投业务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21年9月14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嘉实匠心回报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嘉实匠心回报混合

基金主代码 011626

基金管理人名称 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嘉实匠心回报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嘉实匠心回报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的有关规定，以及港股通的休市安排

暂停相关业务的

起始日及原因说

明

暂停申购起始日 2021年9月16日

暂停赎回起始日 2021年9月16日

暂停转换转入起始日 2021年9月16日

暂停转换转出起始日 2021年9月16日

暂停定期定额投资起始日 2021年9月16日

暂停申购（赎回、转换、定投）的原因说

明

2021年9月16日（星期四）、9月17日（星期五）港股通休市；2021年9月18日（星

期六）至9月21日（星期二）节假日休市；2021年9月22日（星期三）港股通休

市

恢复相关业务的

日期及原因说明

恢复申购日 2021年9月23日

恢复赎回日 2021年9月23日

恢复转换转入起始日 2021年9月23日

恢复转换转出起始日 2021年9月23日

恢复定期定额投资日 2021年9月23日

恢复申购（赎回、转换、定投）的原因说

明

2021年9月23日（星期四）为港股通交易日

下属分级基金的基金简称 嘉实匠心回报混合A 嘉实匠心回报混合C

下属分级基金的交易代码 011626 011627

该分级基金是否暂停/恢复申购（赎回、转换、定期定额投

资）

是 是

2�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2021年9月23日起（含2021年9月23日）恢复本基金的日常申购（含定投及转换）、赎回业务，届时将不再另行公告。

投资者可登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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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嘉实竞争力优选混合

2021年9月16日、17日、22日暂停申购、

赎回、转换及定投业务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21年9月14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嘉实竞争力优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嘉实竞争力优选混合

基金主代码 010437

基金管理人名称 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嘉实竞争力优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嘉实竞争力优选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的有关规定，以及港股通的休市安排

暂停相关业务的

起始日及原因说

明

暂停申购起始日 2021年9月16日

暂停赎回起始日 2021年9月16日

暂停转换转入起始日 2021年9月16日

暂停转换转出起始日 2021年9月16日

暂停定期定额投资起始日 2021年9月16日

暂停申购（赎回、转换、定投）的原因说明

2021年9月16日（星期四）、9月17日（星期五）港股通休市；2021年9月18日（星期

六）至9月21日（星期二）节假日休市；2021年9月22日（星期三）港股通休市

恢复相关业务的

日期及原因说明

恢复申购日 2021年9月23日

恢复赎回日 2021年9月23日

恢复转换转入起始日 2021年9月23日

恢复转换转出起始日 2021年9月23日

恢复定期定额投资日 2021年9月23日

恢复申购（赎回、转换、定投）的原因说明 2021年9月23日（星期四）为港股通交易日

下属分级基金的基金简称 嘉实竞争力优选混合A 嘉实竞争力优选混合C

下属分级基金的交易代码 010437 010438

该分级基金是否暂停/恢复申购（赎回、转换、定期定额投资） 是 是

2�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2021年9月23日起（含2021年9月23日）恢复本基金的日常申购（含定投及转换）、赎回业务，届时将不再另行公告。

投资者可登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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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嘉实稳健添利一年持有期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生效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21年9月14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嘉实稳健添利一年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嘉实稳健添利一年持有混合

基金主代码 013189

基金运作方式

契约型开放式

本基金合同生效后，本基金对每一份认购/申购的基金份额分别计算一年的“锁定持有期” ，投资者持有的基金份额

自锁定到期日的下一工作日起，方可申请赎回。

基金合同生效日 2021年9月13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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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实稳健添利一年持有

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嘉实稳健添利一年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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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2409号

基金募集期间 2021年09月08日至2021年09月0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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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3日

募集有效认购总户数（单位：户） 34776

募集期间净认购金额（单位：元） 4,044,724,808.96

认购资金在募集期间产生的利息（单位：元） 425,320.33

募集份额（单位：份）

有效认购份额 4,044,724,808.96

利息结转的份额 425,320.33

合计 4,045,150,129.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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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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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份） 350,053.55

占基金总份额比例 0.0087%

其中： 募集期间基金管理人的高级

管理人员、 基金投资和研究部门负

责人认购本基金情况

认购的基金份额总量的数量区间 -

其中： 本基金基金经理认购本基金

情况

认购的基金份额总量的数量区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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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3日

注：本基金基金合同生效前的律师费、会计师费、信息披露费由本基金管理人承担，不从基金资产中支付。

3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销售机构受理投资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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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sfund.cn）或客户服务电话400-600-8800查

询交易确认情况。

根据嘉实稳健添利一年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基金合同的有关规定，嘉实稳健添利一年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

金（基金代码：013189）基金合同生效后，基金管理人在满足监管要求的情况下，根据本基金运作的需要决定本基金开始办理申购的具

体日期，基金管理人自认购份额的锁定到期日的下一工作日起办理相应基金份额的赎回业务，具体业务办理时间在申购、赎回开始公告

中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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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上

公告。

特此公告。

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1年09月14日

关于嘉实瑞成两年持有期混合

2021年9月16日、17日、22日

暂停申购、转换转入及定投业务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21年9月14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嘉实瑞成两年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嘉实瑞成两年持有期混合

基金主代码 009138

基金管理人名称 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嘉实瑞成两年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嘉实瑞成

两年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的有关规定，以及港

股通的休市安排

暂停相关业务

的起始日及原

因说明

暂停申购起始日 2021年9月16日

暂停转换转入起始日 2021年9月16日

暂停定期定额投资起始日 2021年9月16日

暂停申购（转换转入、定投）的原

因说明

2021年9月16日（星期四）、9月17日（星期五）港股通休市；2021年

9月18日（星期六）至9月21日（星期二）节假日休市；2021年9月22

日（星期三）港股通休市

恢复相关业务

的日期及原因

说明

恢复申购日 2021年9月23日

恢复转换转入起始日 2021年9月23日

恢复定期定额投资日 2021年9月23日

恢复申购（转换转入、定投）的原

因说明

2021年9月23日（星期四）为港股通交易日

下属分级基金的基金简称 嘉实瑞成两年持有期混合A 嘉实瑞成两年持有期混合C

下属分级基金的交易代码 009138 009139

该分级基金是否暂停/恢复申购（转换转入、定期定

额投资）

是 是

2�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1、2021年9月23日起（含2021年9月23日）恢复本基金的日常申购（含定投及转换转入）业务，届时将不再另行公告。

2、本基金恢复申购、转换转入及定投业务后，将仍然对本基金的大额申购（含转入及定投）业务进行限制：本基金单个开放日每个基

金账户的累计申购（含转入及定投）的金额不得超过10万元，如超过10万元，本基金管理人将有权拒绝；投资者在基金合同约定之外的

日期和时间提出申购申请的，视为下一个开放日的申请。 具体见本公司发布的相关公告。

3、投资者可登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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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嘉实前沿创新混合

2021年9月16日、17日、22日暂停申购、

赎回、转换及定投业务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21年9月14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嘉实前沿创新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嘉实前沿创新混合

基金主代码 009993

基金管理人名称 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嘉实前沿创新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嘉实前沿创新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的有关规定，以及港股通的休市安排

暂停相关业务的

起始日及原因说

明

暂停申购起始日 2021年9月16日

暂停赎回起始日 2021年9月16日

暂停转换转入起始日 2021年9月16日

暂停转换转出起始日 2021年9月16日

暂停定期定额投资起始日 2021年9月16日

暂停申购（赎回、转换、定投）的原因说

明

2021年9月16日（星期四）、9月17日（星期五）港股通休市；2021年9月18日（星

期六）至9月21日（星期二）节假日休市；2021年9月22日（星期三）港股通休

市

恢复相关业务的

日期及原因说明

恢复申购日 2021年9月23日

恢复赎回日 2021年9月23日

恢复转换转入起始日 2021年9月23日

恢复转换转出起始日 2021年9月23日

恢复定期定额投资日 2021年9月23日

恢复申购（赎回、转换、定投）的原因说

明

2021年9月23日（星期四）为港股通交易日

2�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2021年9月23日起（含2021年9月23日）恢复本基金的日常申购（含定投及转换）、赎回业务，届时将不再另行公告。

投资者可登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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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嘉实科技创新混合

2021年9月16日、17日、22日暂停申购、

赎回、转换及定投业务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21年9月14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嘉实科技创新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嘉实科技创新混合

基金主代码 007343

基金管理人名称 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嘉实科技创新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嘉实科技创新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的有关规定，以及港股通的休市安排

暂停相关业务的

起始日及原因说

明

暂停申购起始日 2021年9月16日

暂停赎回起始日 2021年9月16日

暂停转换转入起始日 2021年9月16日

暂停转换转出起始日 2021年9月16日

暂停定期定额投资起始日 2021年9月16日

暂停申购（赎回、转换、定投）的原因说

明

2021年9月16日（星期四）、9月17日（星期五）港股通休市；2021年9月18日（星

期六）至9月21日（星期二）节假日休市；2021年9月22日（星期三）港股通休

市

恢复相关业务的

日期及原因说明

恢复申购日 2021年9月23日

恢复赎回日 2021年9月23日

恢复转换转入起始日 2021年9月23日

恢复转换转出起始日 2021年9月23日

恢复定期定额投资日 2021年9月23日

恢复申购（赎回、转换、定投）的原因说

明

2021年9月23日（星期四）为港股通交易日

2�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2021年9月23日起（含2021年9月23日）恢复本基金的日常申购（含定投及转换）、赎回业务，届时将不再另行公告。

投资者可登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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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嘉实领先优势混合

2021年9月16日、17日、22日暂停申购、

赎回、转换及定投业务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21年9月14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嘉实领先优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嘉实领先优势混合

基金主代码 012344

基金管理人名称 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嘉实领先优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嘉实领先优势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的有关规定，以及港股通的休市安排

暂停相关业务的

起始日及原因说

明

暂停申购起始日 2021年9月16日

暂停赎回起始日 2021年9月16日

暂停转换转入起始日 2021年9月16日

暂停转换转出起始日 2021年9月16日

暂停定期定额投资起始日 2021年9月16日

暂停申购（赎回、转换、定投）的原因说

明

2021年9月16日（星期四）、9月17日（星期五）港股通休市；2021年9月18日（星

期六）至9月21日（星期二）节假日休市；2021年9月22日（星期三）港股通休

市

恢复相关业务的

日期及原因说明

恢复申购日 2021年9月23日

恢复赎回日 2021年9月23日

恢复转换转入起始日 2021年9月23日

恢复转换转出起始日 2021年9月23日

恢复定期定额投资日 2021年9月23日

恢复申购（赎回、转换、定投）的原因说

明

2021年9月23日（星期四）为港股通交易日

下属分级基金的基金简称 嘉实领先优势混合A 嘉实领先优势混合C

下属分级基金的交易代码 012344 012345

该分级基金是否暂停/恢复申购（赎回、转换、定期定额投

资）

是 是

2�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2021年9月23日起（含2021年9月23日）恢复本基金的日常申购（含定投及转换）、赎回业务，届时将不再另行公告。

投资者可登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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旗下基金

投资关联方承销证券的公告

根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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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嘉实丰益策略定

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本基金” ）基金合同、 招募说明书等有关规定，本基金参与了“21伊宁国资CP001” 的一级市场

申购，该债券的主承销商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为本基金的托管人。

该债券采用市场化发行方式，票面利率采用固定利率方式，按面值发行，发行利率根据簿记建档、集中配售结果并按照国家有关规定

确定。

现将关联交易情况公告如下：

基金名称 获配证券名称 获配数量（张） 获配金额（元）

嘉实丰益策略定期开放债券型证

券投资基金

21伊宁国资CP001 400,000 40,000,000.00

特此公告。

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1年9月14日

信息披露

2021/9/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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