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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losure

银河季季盈90天滚动持有短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开放日常申购、

定期定额投资业务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22年11月29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银河季季盈90天滚动持有短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银河季季盈90天滚动持有短债

基金主代码 015350

基金运作方式 契约型开放式

基金合同生效日 2022年10月26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银河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基金注册登记机构名称 银河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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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河季季盈90天滚动持有短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银河

季季盈90天滚动持有短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

申购起始日 2022年12月2日

定期定额投资起始日 2022年12月2日

下属分级基金的基金简称 银河季季盈90天滚动持有短债A 银河季季盈90天滚动持有短债C

下属分级基金的交易代码 015350 015351

该分级基金是否开放申购、定期定额投

资

是 是

注：(1)银河季季盈90天滚动持有短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本基金” 。

(2)银河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或“基金管理人” 。

(3)本基金暂不向金融机构自营账户销售，如未来本基金开放向金融机构自营账户公开发售或对发售对象的范围予

以进一步限定，基金管理人将另行公告。 公募资产管理产品及金融机构自营账户的具体范围以基金管理人认定为准。

2�申购、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的办理时间

投资人在开放日办理基金份额的申购，具体办理时间为上海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正常交易日的交易时间，

但基金管理人根据法律法规、中国证监会的要求或基金合同的规定公告暂停申购、赎回时除外。

基金合同生效后，若出现新的证券/期货交易市场、证券/期货交易所交易时间变更或其他特殊情况，基金管理人将视

情况对前述开放日及开放时间进行相应的调整，但应在实施日前依照《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以

下简称“《信息披露办法》” ）的有关规定在规定媒介上公告。

基金管理人不得在基金合同约定之外的日期或者时间办理基金份额的申购。 投资人在基金合同约定之外的日期和

时间提出申购申请且登记机构确认接受的，其基金份额申购价格为下一开放日该类基金份额申购的价格。

3�申购业务

3.1�申购金额限制

1、投资者通过销售机构首次申购基金份额单笔最低限额为人民币10元（含申购费）；追加申购单笔最低限额为人民

币10元（含申购费）。 代销网点的投资人欲转入直销网点进行交易要受直销网点最低金额的限制。 基金管理人可根据市

场情况，调整首次申购的最低金额。

2、本基金单一投资者单日申购金额不超过1000万元（个人、公募资产管理产品、职业年金、企业年金计划除外）。 若

某个投资者当日申购金额超过该投资者当日申购金额上限时，基金管理人可以采取部分确认等方式对该投资者的申购申

请进行限制。 基金管理人有权拒绝该投资者部分申购申请。 基金管理人可以调整单一投资者单日申购金额上限，具体规

定请参见更新的招募说明书或相关公告。

3、关于本基金申购金额限制的规定如与其他规定不同，以本公告为准。 各销售机构有其他规定的，以各销售机构的

业务规定为准。

3.2�申购费率

本基金A类基金份额在申购时收取申购费，C类基金份额在申购时不收取申购费用。 本基金A类基金份额申购设置级

差费率，申购费率随申购金额的增加而递减，投资者可以多次申购，申购费率按每笔A类基金份额的申购申请单独计算。

本基金的A类基金份额申购费率表如下：

A类基金份额申购金额 A类基金份额申购费率

100万元以下 0.40%

100万元(含)至500万 0.20%

500万（含）以上 1000元/笔

3.3�其他与申购相关的事项

1、本基金A类基金份额的申购费用由申购A类基金份额的投资人承担，并应在投资人申购A类基金份额时收取，不列

入基金财产，主要用于本基金的市场推广、销售、注册登记等各项费用。

2、因红利自动再投资而产生的基金份额，不收取相应的申购费用。

3、本基金的申购费率、申购份额具体的计算方法和收费方式由基金管理人根据基金合同的规定确定，并在招募说明

书中列示。 基金管理人可以在基金合同约定的范围内调整费率或收费方式，并最迟应于新的费率或收费方式实施日前依

照《信息披露办法》的有关规定在规定媒介上公告。

4、基金管理人可以在不违背法律法规规定及基金合同约定且对存量基金份额持有人无实质性不利影响的情况下，根据

市场情况制定基金促销计划，针对投资人定期和不定期地开展基金促销活动。在基金促销活动期间，基金管理人可以按中国

证监会要求履行必要手续后，对投资人适当调低基金的销售费率。

4�定期定额投资业务

“定期定额投资计划”是指投资人通过有关销售机构提出申请，约定每期申购日、扣款金额及扣款方式，由销售机构

于每期约定扣款日在投资人指定银行账户内自动完成扣款及受理基金申购申请的一种投资方式。 投资者可与销售机构

就本基金申请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约定每期固定扣款金额，但定期定额申购每期最低扣款金额不得少于人民币10元。

5�基金销售机构

5.1�直销机构

（1）银河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世纪大道1568号15层

办公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世纪大道1568号15层

法定代表人：宋卫刚

公司网站：www.cgf.cn（支持网上交易）

客户服务电话：400-820-0860

直销业务电话：(021)38568981/38568507

传真交易电话：(021)38568985

联系人：徐佳晶、郑夫桦

（2）银河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

地址：北京市西城区月坛西街6号A-F座3楼（邮编：100045）

电话：（010）56086900

传真：（010）56086939

联系人：郭森慧

（3）银河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广州分公司

地址：广州市天河区广州大道中988号2602房（邮编510610）

电话：（020）88524556

联系人：王晓萍

（4）银河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哈尔滨分公司

地址：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南岗区东大直街302号轻工大厦12层1203室

电话：（0451）82812867

传真：（0451）82812869

联系人：崔勇

（5）银河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

地址：深圳市福田区航天大厦A座1601C（邮编：518046）

电话：13560786745

联系人：史忠民

5.2�代销机构

（1）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上海市银城中路188号

法定代表人：任德奇

客户服务电话：95559

网址：www.bankcomm.com

（2）东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广东省东莞市东城区鸿福东路2号

法定代表人：王耀球

客户服务电话：(0769)� 961122

网址：www.drcbank.com

（3）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区宁东路345号

法定代表人：陆华裕

客户服务电话：95574

网址：www.nbcb.com.cn

（4）阳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海南省三亚市迎宾路360-1号三亚阳光金融广场16层

法定代表人：李科

客户服务电话：40088-95510

网址：fund.sinosig.com

（5）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办公地址：北京市丰台区西营大街8号院1号楼青海金融大厦

住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35号2-6层

法定代表人：陈亮

客户服务电话：400-888-8888或95551

（6）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深圳市福田区福田街道福华一路119号安信金融大厦

办公地址：深圳市福田区福田街道福华一路119号安信金融大厦

法定代表人：黄炎勋

客服电话：95517

（7）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北京市朝阳区安立路66号4号楼

办公地址：北京市朝阳门内大街188号

法定代表人：王常青

客户服务电话：400-888-8108

网址：www.csc108.com

（8）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湖北省武汉市新华路特8号长江证券大厦

法定代表人：尤习贵

客户服务电话：4008-888-999或95579

网址：www.95579.com

（9）华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四川省成都市高新区天府二街198号华西证券大厦

法定代表人：杨炯洋

网址： www.hx168.com.cn

客户服务电话：95584、4008-888-818

（10）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长春市生态大街6666号

办公地址：长春市生态大街6666号

法定代表人：李福春

客户服务电话：95360

网址：www.nesc.cn

（11）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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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客户服务电话：95565、0755-95565

网址： www.cmschina.com

（12）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深南大道7088号招商银行大厦第A层

办公地址：北京市朝阳区亮马桥路48号中信证券大厦20层

法定代表人： 张佑君

客户服务电话：95548

网址：www.citics.com

（13）中信期货有限公司

住所：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中心三路8号卓越时代广场（二期）北座13层1301-1305室、14层

法定代表人：张皓

客户服务电话：4009908826

网址：www.citicsf.com

（14）中信证券华南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广州市天河区珠江西路5号广州国际金融中心主塔19层、20层

办公地址：广州市天河区珠江西路5号广州国际金融中心主塔19层、20层

法定代表人：胡伏云

客户服务电话：95548

网址：www.gzs.com.cn

（15）中信证券（山东）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山东省青岛市崂山区深圳路222号1号楼20层

法定代表人：冯恩新

客户服务电话：95548

网址：sd.citics.com

（16）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办公地址：苏州工业园区星阳街5号

法人代表人：范力

客户服务电话：95330

公司网址：www.dwzq.com.cn

（17）华鑫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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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俞洋

客户服务电话：95323，4001099918

网址： www.cfsc.com.cn

（18）粤开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广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科学大道60号开发区控股中心21、22、23层

办公地址：广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科学大道60号开发区控股中心21、22、23层

法定代表人：严亦斌

客户服务电话：95564

网址：www.ykzq.com

（19）渤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第二大街42号写字楼101室

法定代表人：安志勇

客户服务热线：400-651-5988

网址： www.ewww.com.cn

（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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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静安区南京西路768号国泰君安大厦

法定代表人：贺青

客户服务电话:� 95521� /� 4008888666

网址：www.gtja.com

（21）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山东省济南市市中区经七路86号

法定代表人：李玮

联系人：许曼华

客户服务电话：95538

网址：www.zts.com.cn

（22）东方财富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西藏自治区拉萨市柳梧新区国际总部城10栋楼

法定代表人：戴彦

客户服务电话：95357

网址：www.18.cn

（23）华龙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甘肃省兰州市静宁路308号

办公地址：甘肃省兰州市城关区东岗西路638号

法定代表人：祁建邦

客户服务电话：95368

网址：www.hlzq.com

（24）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四川省成都市东城根上街95号

法人代表人：冉云

客服电话：95310

公司网址：www.gjzq.com.cn

（25）东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江苏省常州市延陵西路23号投资广场18层

办公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东方路1928号东海证券大厦

法定代表人：钱俊文

客户服务电话：95531；400-8888-588

网址：www.longone.com.cn

（26）山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山西省太原市府西街69号山西国贸中心东塔楼

法定代表人：侯巍

客户服务电话：95573

网址：www.i618.com.cn

（27）第一创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深圳市福田区福华一路115号投行大厦20楼

法定代表人：刘学民

客户服务电话：95358

网址：www.firstcapital.com.cn

（28）蚂蚁（杭州）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五常街道文一西路969号3幢5层599室

办公地址：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西溪路556号

法定代表人：王珺

客户服务电话：95188-8

网址：www.fund123.cn

（29）上海基煜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上海市黄浦区广东路500号30层3001单元

办公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银城中路488号1503

法定代表人：王翔

全国统一客服电话：021-65370077

公司网站：www.jigoutong.com

（30）北京度小满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海淀区西北旺东路10号院西区4号楼1层103室

办公地址：北京市海淀区西北旺东路10号院西区4号楼1层103室

法定代表人：盛超

客户服务电话：95055-4

网址：www.duxiaomanfund.com

（31）上海陆金所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源深路1088号7层（实际楼层6层）

办公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源深路1088号7楼

法定代表人：陈祎彬

联系人：缪刘颖

客户服务电话：400-821-9031

网址：www.lu.com

（32）诺亚正行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上海市虹口区飞虹路360弄9号3724室

办公地址：上海市杨浦区长阳路1687号2号楼

法定代表人： 汪静波

客户服务电话：4008215399

公司网站：www.noah-fund.com

（33）北京中植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宏达北路10号五层5122室

办公地址：北京朝阳区大望路金地中心A座28层

法定代表人：武建华

客户服务电话：400-8180-888

网址：www.zzfund.com

（34）浙江同花顺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浙江省杭州市文二西路一号元茂大厦903室

办公地址：杭州市余杭区五常街道同顺街18号 同花顺大楼

法定代表人：吴强

客户服务电话：952555

公司网站：www.5ifund.com

（35）上海天天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上海市徐汇区龙田路190号2号楼二层

办公地址： 上海市徐汇区宛平南路88号东方财富大厦

法定代表人：其实

客户服务电话：95021

网址：www.1234567.com.cn

（36）北京雪球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创远路34号院6号楼15层1501室

办公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创远路34号院融新科技中心C座22层

法定代表人：李楠

客户服务电话：400-159-9288

公司网站：www.danjuanfunds.com

（37）京东肯特瑞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海淀区知春路76号(写字楼)1号楼4层1-7-2

办公地址：北京市通州区亦庄经济技术开发区科创十一街18号院京东集团总部A座17层。

法定代表人：邹保威

客户服务电话：95118

公司网站：kenterui.jd.com

（38）腾安基金销售（深圳）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深圳市南山区科技中一路腾讯大厦

办公地址：深圳市南山区科技中一路腾讯大厦

法定代表人：刘明军

客户服务电话：95017-1-6

公司网站：www.tenganxinxi.com

（39）上海长量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高翔路526号2幢220室

办公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东方路1267号陆家嘴金融服务广场二期11层

法定代表人：张跃伟

客户服务电话：400-820-2899

网址：www.erichfund.com

基金管理人可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选择其他符合要求的机构代理销售本基金，并在基金管理人网站公示。

6�基金份额净值公告/基金收益公告的披露安排

在开始办理基金份额申购或者赎回后，基金管理人应当在不晚于每个开放日的次日，通过规定网站、基金销售机构网

站或者营业网点披露开放日的各类基金份额净值和各类基金份额累计净值。

基金管理人应当在不晚于半年度和年度最后一日的次日，在规定网站披露半年度和年度最后一日的各类基金份额净

值和各类基金份额累计净值，敬请投资者留意。

7�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1、本基金暂不向金融机构自营账户销售，如未来本基金开放向金融机构自营账户公开发售或对发售对象的范围予以

进一步限定，基金管理人将另行公告。 公募资产管理产品及金融机构自营账户的具体范围以基金管理人认定为准。

2、投资者亦可通过登录本公司网站或联系本公司客服中心了解基金销售相关事宜。

公司网址：www.cgf.cn

客服中心电话：400-820-0860

3、上述业务的解释权归银河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4、风险提示：

基金在投资运作过程中可能面临各种风险，既包括市场风险，也包括基金自身的管理风险、技术风险和合规风险等。

巨额赎回风险是开放式基金所特有的一种风险，即当单个开放日基金的净赎回申请超过基金总份额的一定比例（开放式

基金为百分之十，定期开放基金为百分之二十，中国证监会规定的特殊产品除外）时，投资人将可能无法及时赎回申请的

全部基金份额，或赎回的款项可能延缓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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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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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不保证本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本基金的过往业绩及其净值高低并不预示其未来业绩表现，基金管理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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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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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金管理人、基金托管人、基金销售机构及相关机构不对基金投资收益做出任何承诺或

保证。

特此公告。

银河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2年11月29日

关于长城创新驱动混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增设基金份额并相应修改基金

合同及托管协议的公告

为更好地满足广大投资者的需求， 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基金管理

人” ）经与长城创新驱动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本基金” ）基金托管人中国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协商一致，并报中国证监会备案，决定自2022年11月30日起，为本基金增设C

类基金份额，并相应修订本基金基金合同及托管协议的相关条款。现将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一、增设基金份额的情况

1、 本基金在现有基金份额的基础上增设C类基金份额， 原基金份额转为A类基金份

额。 A类基金份额在投资者申购时收取申购费，但不从本类别基金资产中计提销售服务费

用、赎回时根据持有期限收取赎回费用；C类基金份额在投资者申购时不收取申购费，从本

类别基金资产中计提销售服务费用、赎回时根据持有期限收取赎回费用。

2、本基金A类基金份额、C类基金份额分别设置基金代码，分别计算和公告基金份额净

值。 A类基金份额基金代码为009623，C类基金份额基金代码为017458。

3、本基金C类基金份额不收取申购费，按0.6%的年费率从本类别基金资产中计提销售

服务费，C类基金份额赎回费率如下：

持续持有期（天） 赎回费率

1－6 1.5%

7－29 0.5%

30及以上 0

赎回费用由赎回C类基金份额的基金份额持有人承担， 在基金份额持有人赎回C类基

金份额时收取。 对C类基金份额持有人收取的赎回费全额计入基金财产。

4、本基金将对A类基金份额和C类基金份额的资产合并进行投资管理。

5、由于本基金C类基金份额收取销售服务费，而A类基金份额不收取销售服务费，各基

金份额类别对应的可供分配收益将有所不同。本基金同一类别每一基金份额享有同等分配

权。

二、基金合同、托管协议等的修改内容

经与本基金托管人协商一致，本基金管理人决定对本基金基金合同、托管协议中涉及

增设基金份额的内容进行修改，并完善了相关表述。修改后的本基金基金合同、托管协议自

2022年11月30日起生效。

本基金管理人将在本基金招募说明书（更新）、基金产品资料概要中，对涉及上述修改

的内容进行相应更新。

三、重要提示

1、本次修改不涉及原《基金合同》当事人之间权利义务的变化，对原有基金份额持有

人利益无实质性不利影响，无需经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表决。 本基金管理人已就上述基金

合同修改事宜向中国证监会进行了备案。

2、本公告仅对本基金增设C类基金份额的有关事项予以说明。 投资者欲了解本基金的

详细情况，请仔细阅读刊登于本基金管理人网站（http://www.ccfund.com.cn）及中国

证监会基金电子披露网站（http://eid.csrc.gov.cn/fund/）的本基金基金合同、招募说明

书及基金产品资料概要等信息披露文件和相关业务公告。

3、投资者在销售机构办理本基金的投资事务，具体办理规则及程序请遵循销售机构

的规定。

4、投资者可以通过拨打本基金管理人客服热线（400-8868-666）或登录本基金管理

人网站（http://www.ccfund.com.cn）获取相关信息。

特此公告。

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2年11月29日

关于长城久祥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增设基金份额并相应修改

基金合同及托管协议的公告

为更好地满足广大投资者的需求， 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基金管理

人” ）经与长城久祥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本基金” ）基金托管人中国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协商一致，并报中国证监会备案，决定自2022年11月30日起，为本基金

增设C类基金份额，并相应修订本基金基金合同及托管协议的相关条款。 现将有关情况说

明如下：

一、增设基金份额的情况

1、 本基金在现有基金份额的基础上增设C类基金份额， 原基金份额转为A类基金份

额。 A类基金份额在投资者申购时收取申购费，但不从本类别基金资产中计提销售服务费

用、赎回时根据持有期限收取赎回费用；C类基金份额在投资者申购时不收取申购费，从本

类别基金资产中计提销售服务费用、赎回时根据持有期限收取赎回费用。

2、本基金A类基金份额、C类基金份额分别设置基金代码，分别计算和公告基金份额净

值。 A类基金份额基金代码为001613，C类基金份额基金代码为017462。

3、本基金C类基金份额不收取申购费，按0.6%的年费率从本类别基金资产中计提销售

服务费，C类基金份额赎回费率如下：

持续持有期（天） 赎回费率

1－6 1.5%

7－29 0.5%

30及以上 0

赎回费用由赎回C类基金份额的基金份额持有人承担， 在基金份额持有人赎回C类基

金份额时收取。 对C类基金份额持有人收取的赎回费全额计入基金财产。

4、本基金将对A类基金份额和C类基金份额的资产合并进行投资管理。

5、由于本基金C类基金份额收取销售服务费，而A类基金份额不收取销售服务费，各基

金份额类别对应的可供分配收益将有所不同。本基金同一类别每一基金份额享有同等分配

权。

二、基金合同、托管协议等的修改内容

经与本基金托管人协商一致，本基金管理人决定对本基金基金合同、托管协议中涉及

增设基金份额的内容进行修改，并完善了相关表述。修改后的本基金基金合同、托管协议自

2022年11月30日起生效。

本基金管理人将在本基金招募说明书（更新）、基金产品资料概要中，对涉及上述修改

的内容进行相应更新。

三、重要提示

1、本次修改不涉及原《基金合同》当事人之间权利义务的变化，对原有基金份额持有

人利益无实质性不利影响，无需经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表决。 本基金管理人已就上述基金

合同修改事宜向中国证监会进行了备案。

2、本公告仅对本基金增设C类基金份额的有关事项予以说明。 投资者欲了解本基金的

详细情况，请仔细阅读刊登于本基金管理人网站（http://www.ccfund.com.cn）及中国

证监会基金电子披露网站（http://eid.csrc.gov.cn/fund/）的本基金基金合同、招募说明

书及基金产品资料概要等信息披露文件和相关业务公告。

3、投资者在销售机构办理本基金的投资事务，具体办理规则及程序请遵循销售机构

的规定。

4、投资者可以通过拨打本基金管理人客服热线（400-8868-666）或登录本基金管理

人网站（http://www.ccfund.com.cn）获取相关信息。

特此公告。

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2年11月29日

关于长城中债1-5年国开行债券指数

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份额持有人数量

连续不满200人的提示性公告

根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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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城中债1-5年国开行债券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以下简称 “《基金合同》” ）

的有关规定，长城中债1-5年国开行债券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A类份额011675、

C类份额011676，以下简称“本基金” ）基金份额持有人数量连续不满200人，可能触发《基

金合同》终止情形，现将相关事宜公告如下：

一、可能触发《基金合同》终止的情形说明

根据《基金合同》的规定，《基金合同》生效后，连续50个工作日出现基金份额持有人

数量不满200人或者基金资产净值低于5000万元情形的，《基金合同》终止，不需召开基金

份额持有人大会。

截至2022年11月25日， 本基金的基金份额持有人数量已连续45个工作日不满200人，

特此提示。

二、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1、若出现《基金合同》终止的情形，基金管理人将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基金

合同》的约定成立基金财产清算小组，履行基金财产清算程序。 本基金进入清算程序后将

不再办理申购、赎回等业务，敬请投资人关注相应的流动性风险，妥善做好投资安排。

2、投资人欲了解本基金的详细情况，请认真阅读本基金《基金合同》及《招募说明书》

等法律文件。 投资人可通过以下途径了解或咨询相关情况：

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400-8868-666

公司网站：www.ccfund.com.cn

特此公告。

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2年11月29日

长城久泰沪深300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收益分配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22年11月29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长城久泰沪深300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长城久泰沪深300指数

基金主代码 200002

基金合同生效日 2004年5月21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长城久泰沪深300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

同》、《长城久泰沪深300指数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等

收益分配基准日 2022年11月24日

有关年度分红次数的说

明

本次分红为2022年度的第3次分红

下属分级基金的基金简

称

长城久泰沪深300指数A 长城久泰沪深300指数C

下属分级基金的交易代

码

200002 006912

截 止 基 准

日 下 属 分

级 基 金 的

相关指标

基准日下属

分级基金份

额净值 （单

位： 人民币

元）

1.9252 1.1620

基准日下属

分级基金可

供分配利润

（单位:人民

币元）

153,765,006.20 86,107,490.60

本次下属分级基金分红

方案（单位：元/10份基金

份额）

0.0000 0.5760

2.�与分红相关的其他信息

权益登记日 2022年11月30日

除息日 2022年11月30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22年12月1日

分红对象 权益登记日登记在册的本基金全体份额持有人。

红利再投资相关事项的说明

选择红利再投资的投资者其现金红利转换为基金份额的基金份

额净值(NAV)确定日为2022年11月30日；选择红利再投资方式的

投资者所转换的基金份额将于2022年12月1日划入其基金账户。

税收相关事项的说明

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相关规定，基金向投资者分配的基金

收益，暂免征收所得税。

费用相关事项的说明 本基金本次分红免收分红手续费和红利再投资费用。

注：选择现金红利方式的投资者的红利款将于2022年12月1日自基金托管账户划出。

3.�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1）本次收益分配公告已经本基金托管人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复核。

（2）权益登记日当天有效申购、转换转入的基金份额不享有本次分红权益，权益登记

日当天有效赎回、转换转出的基金份额享有本次分红权益。

（3）本基金收益分配方式分两种：现金分红与红利再投资，投资者可选择现金红利或

将现金红利自动转为基金份额进行再投资；若投资者不选择，本基金默认的收益分配方式

是现金分红；投资者可以前往本基金销售网点修改本基金的分红方式，本次收益分配将以

投资者在权益登记日之前（不含权益登记日）最后一次选择的分红方式为准。

（4）本基金注册登记机构不接受账户类分红方式的修改，投资者开立基金账户时选择

的账户分红方式对本基金无效。

（5）本基金可以在不同的销售机构设置不同的分红方式，投资者若在多个销售机构持

有本基金，修改在某个销售机构的分红方式不会改变在其他销售机构设置的分红方式。 投

资者最终的分红方式以本基金注册登记机构的记录为准。

（6）权益登记日之前（不含权益登记日）办理了本基金转托管转出尚未办理转托管转

入的投资者，其分红方式按照红利再投资处理，所转出的基金份额待转托管转入确认后与

红利再投资所得份额一并划转。

（7）本基金的分红将导致基金净值产生变化，但不会改变本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也

不会降低基金投资风险或提高基金投资收益。

（8） 投资者可登录本公司网站 （www.ccfund.com.cn）、 拨打客户服务热线

（400-8868-666）查询或咨询相关情况。

特此公告。

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2年11月29日

证券代码：002980� �证券简称：华盛昌 公告编号：2022-077

深圳市华盛昌科技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新型冠状病毒抗原检测试剂盒

自测产品获得俄罗斯注册的公告

本公司及公司全体董事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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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市华盛昌科技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新型冠状病毒抗原检测试剂盒于近日取

得俄罗斯联邦卫生保健监督局颁发的医疗器械注册证书，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获证产品的基本信息

产品名称 预期用途 证书号 证书有效期限

COVID-19� Antigen�

Rapid�Test� [中文译名：

新型冠状病毒抗原检测

试剂盒]

本 产 品 采 用 一 种 检 测 新 型 冠 状 病 毒

（SARS-CoV-2）病毒核衣壳（N）蛋白的免疫层

析法，用于体外定性检测人前鼻拭子标本中的新型

冠状病毒抗原。

No�P3H�

2022/18799

2025年1月1日

二、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上述新型冠状病毒抗原检测试剂盒可用于居家自测，无需检测设备，具有易于操作、快速出结

果的特点，方便个人及家庭进行新冠病毒的快速检测。 该产品获得俄罗斯联邦注册，表明了该产品符合

俄罗斯联邦相关要求，可在俄罗斯联邦进行销售。 该产品获得上述注册，将进一步增强公司的综合竞争

力，对公司产品在相应市场的推广和销售起到积极推动作用。

本次获得上述注册的试剂产品未来的市场需求、市场拓展、市场竞争和最终销售情况等均具有不确

定性，公司目前尚无法预测其对公司未来业绩的影响，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深圳市华盛昌科技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年11月28日

证券代码：002980� � � �证券简称：华盛昌 公告编号：2022-078

深圳市华盛昌科技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

到期赎回的公告

本公司及公司全体董事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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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市华盛昌科技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2年8月29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

2022年第四次会议、 第二届监事会2022年第四次会议，2022年9月15日召开2022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

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及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同意公司及子公司在

确保不影响正常运营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的情况下，使用不超过3.5亿元（含本数）闲置募集资金和

不超过2亿元（含本数）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上述额度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内有

效，在前述额度和期限范围内，可循环滚动使用。 闲置募集资金现金管理到期后将及时归还至募集资金

专户。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2年8月31日、2022年9月16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

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及

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61）等相关公告。

现将公司及子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实施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到期赎回的情况

序

号

签约银

行

产品名称

产品类

型

购买金额

（万元）

产品起

息日

产品到

期日

预计年化收

益率

是否赎

回

赎回本金

（万元）

投资收益

（元）

1

招商银

行股份

有限公

司深圳

分行

招商银行

点金系列

看跌两层

区间33天

结构性存

款

保本浮

动收益

型

3,000.00

2022年

10月26

日

2022年

11月28

日

1.85%或

2.75%

是 3,000.00 74,589.04

备注：公司子公司与上表所列签约银行无关联关系，全部以闲置募集资金购买。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子公司已将上述到期的现金管理产品赎回，收回本金3,000.00万元，取得现金

管理收益74,589.04元。 上述本金及收益已返还至募集资金账户。

二、公告日前十二个月内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情况

序号 签约银行 产品名称 产品类型

购买金额（万

元）

产品起息日 产品到期日 预计年化收益率 是否赎回

1

招商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深圳分行

招商银行点金系

列进取型看跌两

层区间94天结构

性存款

保本浮动收益

型

5,000.00 2021年11月26日 2022年2月28日 1.65%或3.11% 是

2

交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深圳分行

交通银行蕴通财

富定期型结构性

存款94天（黄金

挂钩看涨）

保本浮动收益

型

13,000.00 2021年11月29日 2022年3月3日 1.85%-3.15% 是

3

招商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深圳分行

招商银行点金系

列进取型看跌两

层区间90天结构

性存款

保本浮动收益

型

5,000.00 2021年11月30日 2022年2月28日 1.65%或3.15% 是

4

招商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深圳分行

招商银行点金系

列进取型看跌两

层区间90天结构

性存款

保本浮动收益

型

3,000.00 2021年12月1日 2022年3月1日 1.65%或3.15% 是

5

招商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深圳分行

招商银行点金系

列进取型看涨两

层区间91天结构

性存款

保本浮动收益

型

10,000.00 2022年3月3日 2022年6月2日 1.65%或3.06% 是

6

招商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深圳分行

招商银行点金系

列进取型看涨两

层区间63天结构

性存款

保本浮动收益

型

3,000.00 2022年3月7日 2022年5月9日 1.65%或3.05% 是

7

交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深圳分行

交通银行蕴通财

富定期型结构性

存款95天（黄金

挂钩看跌）

保本浮动收益

型

13,000.00 2022年3月7日 2022年6月10日 1.85%或3.10% 是

8

招商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深圳分行

招商银行点金系

列看跌两层区间

61天结构性存款

保本浮动收益

型

3,000.00 2022年5月13日 2022年7月13日 1.65%或3.05% 是

9

招商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深圳分行

招商银行点金系

列看跌两层区间

61天结构性存款

保本浮动收益

型

6,000.00 2022年6月9日 2022年8月9日 1.85%或3.00% 是

10

交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深圳分行

交通银行蕴通财

富定期型结构性

存款63天（黄金

挂钩看涨）

保本浮动收益

型

5,000.00 2022年6月16日 2022年8月18日 1.85%或3.05% 是

11

交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深圳分行

交通银行蕴通财

富定期型结构性

存款90天（黄金

挂钩看涨）

保本浮动收益

型

8,000.00 2022年6月16日 2022年9月14日 1.85%或3.07% 是

12

招商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深圳分行

招商银行点金系

列看跌两层区间

31天结构性存款

保本浮动收益

型

3,000.00 2022年7月15日 2022年8月15日 1.85%或2.95% 是

13

招商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深圳分行

招商银行点金系

列看涨两层区间

61天结构性存款

保本浮动收益

型

3,000.00 2022年7月15日 2022年9月14日 1.85%或3.00% 是

14

招商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深圳分行

招商银行点金系

列看跌两层区间

30天结构性存款

保本浮动收益

型

10,000.00 2022年8月15日 2022年9月14日 1.85%或2.80% 是

15

招商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深圳分行

招商银行点金系

列看跌两层区间

28天结构性存款

保本浮动收益

型

3,000.00 2022年8月17日 2022年9月14日 1.85%或2.50% 是

16

交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深圳分行

交通银行蕴通财

富定期型结构性

存款23天（挂钩

汇率看跌）

保本浮动收益

型

5,000.00 2022年8月22日 2022年9月14日 1.85%或2.80% 是

17

招商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深圳分行

招商银行点金系

列看跌两层区间

30天结构性存款

保本浮动收益

型

3,000.00 2022年9月19日 2022年10月19日 1.85%或2.80% 是

18

招商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深圳分行

招商银行点金系

列看涨两层区间

91天结构性存款

保本浮动收益

型

13,000.00 2022年9月19日 2022年12月19日 1.85%或2.85% 否

19

交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深圳分行

交通银行蕴通财

富定期型结构性

存款93天（黄金

挂钩看涨）

保本浮动收益

型

13,000.00 2022年9月19日 2022年12月21日 1.75%或2.95% 否

20

招商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深圳分行

招商银行点金系

列看跌两层区间

33天结构性存款

保本浮动收益

型

3,000.00 2022年10月26日 2022年11月28日 1.85%或2.75% 是

截至本公告日， 公司及子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尚未到期赎回的金额为人民币

26,000万元，公司及子公司用于开展现金管理业务的闲置募集资金金额未超出公司2022年第三次临时

股东大会审议的额度范围。

三、备查文件

本次现金管理产品到期赎回相关凭证。

特此公告。

深圳市华盛昌科技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年11月29日

安信平衡增利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2022年第一次分红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22年11月29日

1.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安信平衡增利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安信平衡增利混合

基金主代码 012250

基金合同生效日 2021年12月10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安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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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法律法规及《安信平衡增利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

合同》、《安信平衡增利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及

相关公告。

收益分配基准日 2022年11月24日

有关年度分红次数的说明 本次分红为2022年第一次分红

下属分级基金的基金简称 安信平衡增利混合A 安信平衡增利混合C

下属分级基金的交易代码 012250 012251

截止基准日下属分级基金的相关

指标

基准日下属分级基金份额净值

（单位：人民币元）

1.0575 1.0524

基准日下属分级基金可供分配利

润（单位：人民币元）

21,481,477.65 9,232,424.46

本次下属分级基金分红方案（单位：元/10份基金份额） 0.4 0.4

2. 与分红相关的其他信息

权益登记日 2022年11月30日

除息日 2022年11月30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22年12月1日

分红对象 权益登记日登记在册的本基金份额持有人

红利再投资相关事项的

说明

选择红利再投资的投资者，其红利将按2022年11月30日除息后的基金份额净值折算成基金份额，并于2022

年12月1日直接计入其基金账户，2022年12月2日起投资者可以查询、赎回。

税收相关事项的说明

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的财税字【2002】128号《关于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有关税收问题的通知》，对投

资者（包括个人投资者和机构投资者）从基金分配中取得的收入，暂不征收个人所得税和企业所得税。

费用相关事项的说明

（1）基金收益分配时所产生的银行转账或其他手续费用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2）选择红利再投资方式的投资者其红利再投资的基金份额免收申购费用。

3. 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1）权益登记日（2022年11月30日）申购或转换转入的基金份额不享有本次分红权

益，赎回或转换转出的基金份额享有本次分红权益。

（2）选择现金红利方式的投资者的红利款将于2022年12月1日自基金托管账户划出。

（3）2022年12月2日起投资者可以查询本次分红情况。

（4）投资者如需设置或修改本次分红方式，请务必于权益登记日之前（即2022年11月

30日之前，不含2022年11月30日），在本基金开放日的交易时间内到销售网点或通过电子

交易平台更改分红方式。 投资者若未选择具体分红方式，本基金默认现金红利方式。

（5）按照相关业务规则，红利再投资部分的份额持有期将自2022年12月1日开始重新

计算。

（6）由于向直销客户支付现金分红款时将发生一定的银行转账手续费，为保护投资者

的利益，根据本基金合同的有关规定，当直销客户的现金分红款小于2元时，本基金注册登

记机构可将该客户的现金分红款自动转为基金份额计入其基金账户。

（7）投资者可通过安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网站(www.essencefund.com）、客户

服务中心（全国统一客户服务热线电话：4008-088-088）、直销网点及本基金各销售机构

的相关网点(详见本基金招募说明书及相关公告)查询本次分红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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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产，但不

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因基金分红导致基金份额净值变化，不会改变基金

的风险收益特征，不会降低基金投资风险或提高基金投资收益。 基金的过往业绩不代表未

来表现，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安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2022年11月29日

惠升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关于增聘

惠升和怡一年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

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经理的公告

送出日期：2022年11月29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惠升和怡一年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惠升和怡一年定开债券

基金主代码 013136

基金管理人名称 惠升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公告依据

《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基金管理公司投资管理人员管理

指导意见》等

基金经理变更类型 增聘基金经理

新任基金经理姓名 曾华

共同管理本基金的其他基金经理姓

名

卓勇

2．新任基金经理的相关信息

新任基金经理姓名 曾华

任职日期 2022-11-29

证券从业年限 9年

证券投资管理从业年限 7年

过往从业经历

曾任国通信托有限责任公司固定收益部交易员、 五矿证券

有限公司固定收益部高级经理、 国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金

融市场部业务董事。 现任惠升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基金

经理。

其中：管理过公募基金的名称及期间

基金主代码 基金名称 任职日期 离任日期

013978

惠升和赢纯债3个月定期开放债券

型证券投资基金

2022-09-09 -

014675

惠升和顺恒利3个月定期开放债券

型证券投资基金

2022-09-09 -

是否曾被监管机构予以行政处罚或采取行政监管措施 否

是否已取得基金从业资格 是

取得的其他相关从业资格 -

国籍 中国

学历、学位 研究生、硕士

是否已按规定在中国基金业协会注册/登记 是

3．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上述事项已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完成相关手续。

惠升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2022年11月29日

惠升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关于增聘

惠升领先优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经理的公告

送出日期：2022年11月29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惠升领先优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惠升领先优选混合

基金主代码 015110

基金管理人名称 惠升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公告依据

《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基金管理公司投资管理人员管理

指导意见》等

基金经理变更类型 增聘基金经理

新任基金经理姓名 曾华

共同管理本基金的其他基金经理姓

名

孙庆

2．新任基金经理的相关信息

新任基金经理姓名 曾华

任职日期 2022-11-29

证券从业年限 9年

证券投资管理从业年限 7年

过往从业经历

曾任国通信托有限责任公司固定收益部交易员、 五矿证券

有限公司固定收益部高级经理、 国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金

融市场部业务董事。 现任惠升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基金

经理。

其中：管理过公募基金的名称及期间

基金主代码 基金名称 任职日期 离任日期

013978

惠升和赢纯债3个月定期开放债券

型证券投资基金

2022-09-09 -

014675

惠升和顺恒利3个月定期开放债券

型证券投资基金

2022-09-09 -

是否曾被监管机构予以行政处罚或采取行政监管措施 否

是否已取得基金从业资格 是

取得的其他相关从业资格 -

国籍 中国

学历、学位 研究生、硕士

是否已按规定在中国基金业协会注册/登记 是

3．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上述事项已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完成相关手续。

惠升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2022年11月29日

惠升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关于增聘

惠升和裕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经理的公告

送出日期：2022年11月29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惠升和裕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惠升和裕纯债

基金主代码 009287

基金管理人名称 惠升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公告依据

《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基金管理公司投资管理人员管理指导意

见》等

基金经理变更类型 增聘基金经理

新任基金经理姓名 曾华

共同管理本基金的其他基金经理姓名 卓勇

2．新任基金经理的相关信息

新任基金经理姓名 曾华

任职日期 2022-11-29

证券从业年限 9年

证券投资管理从业年限 7年

过往从业经历

曾任国通信托有限责任公司固定收益部交易员、 五矿证券有限公

司固定收益部高级经理、 国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金融市场部业务

董事。 现任惠升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基金经理。

其中：管理过公募基金的名称及期间

基金主代码 基金名称 任职日期 离任日期

013978

惠升和赢纯债3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证

券投资基金

2022-09-09 -

014675

惠升和顺恒利3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证

券投资基金

2022-09-09 -

是否曾被监管机构予以行政处罚或采取行政监管措施 否

是否已取得基金从业资格 是

取得的其他相关从业资格 -

国籍 中国

学历、学位 研究生、硕士

是否已按规定在中国基金业协会注册/登记 是

3．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上述事项已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完成相关手续。

惠升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2022年11月29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