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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经与粤开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粤开证券”）签署销售协议并协商一致，如下基金将于 2020 年 3 月 26 日起
在粤开证券开通申购、赎回、基金转换业务以及定期定额投资业务并参加费率优惠
活动。

基金名称 基金代码
长安鑫益增强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A:�002146��C:002147
长安鑫旺价值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A:�005049��C:005050
长安裕泰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A:�005341��C:005342
长安裕腾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A:005588���C:005592
长安裕隆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A:005743���C:005744
长安鑫盈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A:006371���C:006372

一、具体优惠费率
投资者通过粤开证券申购（包含定投）上述基金，申购费率不设限制 ,具体折扣

费率以粤开证券活动公告为准。基金费率请详见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更新）等法
律文件，以及本公司发布的最新业务公告。

二、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了解或咨询相关情况

1、粤开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95564
公司网址：www.ykzq.com
2、长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400-820-9688
网站：www.changanfunds.com
三、重要提示
１、 投资者在粤开证券办理本公司旗下上述开放式基金的销售业务应遵循上

述代销机构的相关规定。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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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金的过往业绩及其净值高低并不预示其未来业
绩表现。 本公司提醒投资者, 投资者投资于基金前应认真阅读本基金的基金合同、
招募说明书等文件。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长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0 年 3 月 25 日

关于旗下基金在粤开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开通申购、赎回、基金转换业务以及定期定额

投资业务并参与费率优惠活动的公告

山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本公司”) 的董事会及董事保证旗下基金
2019 年年度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的法律责任。 本公司旗下基金 2019 年
年度报告已经三分之二以上独立董事签字同意，并由董事长签发。

山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旗下：
序号 基金简称
1 山西证券日日添利货币市场基金
2 山西证券裕利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3 山西证券策略精选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4 山西证券改革精选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5 山西证券超短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6 山西证券裕泰 3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7 山西证券裕睿 6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上述基金的 2019 年年度报告全文于 2020 年 3 月 25 日在本公司公募基金业务
网站（http://publiclyfund.sxzq.com:8000/） 和中国证监会基金电子披露网站（http:
//eid.csrc.gov.cn/fund） 披露， 供投资者查阅。 如有疑问可拨打本公司客服电话
（95573）咨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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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充分了解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审慎做出投资决
定。

特此公告。

山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 3 月 25 日

山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旗下基金 2019 年年度报告提示性公告

根据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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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渤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信
证券(山东)有限责任公司、中信证券华南股份有限公司、华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申万宏源西部证券有限公司、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航证券有限公司、华鑫证
券有限责任公司签署的开放式基金代销协议， 上述代销机构自 2020 年 3 月 25 日
起对所有投资者办理嘉实中证医药健康 100 策略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以下简称“本基金”）的开户、网下股票认购、网下现金认购等业务。

投资者可以通过以下途径咨询、了解有关详情：
一、参与网下现金及网下股票认购发售代理机构

序号 代销机构名称 代销机构信息

1. 中信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

注册地址：深圳市福田区中心三路 8号卓越时代广场（二期）北座
办公地址：深圳市福田区中心三路 8 号中信证券大厦;北京市朝

阳区亮马桥路 48号中信证券大厦
法人代表：张佑君
电话：010-60838888
联系人：郑慧
客服电话：95558
网址：http://www.cs.ecitic.com

2. 海通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

注册地址：上海市广东路 689号
办公地址：上海市广东路 689号
法人代表：周杰
电话：(021)23219000
传真：(021)23219100
联系人：金芸、李笑鸣
客服电话：95553或拨打各城市营业网点咨询电话
网址：http://www.htsec.com

3. 安信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

注册地址：深圳市福田区金田路 4018号安联大厦 35层、28层 A02单
元

办公地址： 深圳市福田区金田路 4018 号安联大厦 35 层、28 层
A02单元

法人代表：王连志
电话：（0755）82825551
传真：（0755）82558355
联系人：陈剑虹
客服电话：4008001001
网址：http://www.essence.com.cn

4. 中信证券 (山东)
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青岛市崂山区深圳路 222号 1号楼 2001
办公地址：青岛市市南区东海西路 28号龙翔广场东座 5层
法人代表：姜晓林
电话：（0531）89606166
传真：（0532）85022605
联系人：焦刚
客服电话：95548
网址：http://sd.citics.com/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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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人代表：胡伏云
电话：020-88836999
传真：020-88836984
联系人：梁微
客服电话：95396
网址：http://www.gzs.com.cn

6. 中泰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

注册地址：山东省济南市市中区经七路 86号
办公地址：济南市市中区经七路 86号
法人代表：李玮
电话：021-20315290
联系人：许曼华
客服电话：95538
网址：http://www.zts.com.cn/

7. 华鑫证券有限责
任公司

注册地址：深圳市福田区金田路 4018 号安联大厦 28 层 A01、B01（b）
单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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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人代表：俞洋
电话：021-54967552
传真：021-54967032
联系人：杨莉娟
客服电话：021-32109999;029-68918888;4001099918
网址：http://www.cfsc.com.cn

二、仅参与网下现金认购发售代理机构
序号 代销机构名称 代销机构信息

1. 申万宏源证券有
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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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人代表：李梅
电话：021-33388214
传真：021-33388224
联系人：陈宇
客服电话：95523或 4008895523
网址：http://www.swhysc.com

2. 渤海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

注册地址：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第二大街 42号写字楼 101室
办公地址：天津市南开区宾水西道 8号
法人代表：王春峰
电话：(022)28451991
传真：(022)28451892
联系人：蔡霆
客服电话：4006515988
网址：http://www.bhzq.com

3. 华安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

注册地址：安徽省合肥市政务文化新区天鹅湖路 198号
办公地址：安徽省合肥市政务文化新区天鹅湖路 198号
法人代表：章宏韬
电话：0551-65161821
传真：0551-65161672
联系人：范超
客服电话：95318
网址：http://www.hazq.com

4. 申万宏源西部证
券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新疆乌鲁木齐市高新区（新市区）北京南路 358 号大成国
际大厦 20楼 2005室

办公地址：新疆乌鲁木齐市高新区（新市区）北京南路 358 号大
成国际大厦 20楼 2005室

法人代表：李琦
电话：0991-2307105
传真：0991-2301927
联系人：王怀春
客服电话：4008-000-562
网址：www.hysec.com

5. 中航证券有限公
司

注册地址：江西省南昌市红谷滩新区红谷中大道 1619 号南昌国际金
融大厦 A栋 41层

办公地址： 中国北京市朝阳区望京东园四区 2 号楼中航资本大
厦

法人代表：王晓峰
电话：（0791）86768681
传真：（0791）86770178
联系人：戴蕾
客服电话：400-8866-567
网址：http://www.avicsec.com/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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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下股票认购等相关业务。
特此公告。

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0 年 3 月 25 日

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增加中信证券等
为嘉实中证医药健康 100 策略交易型

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网下认购发售代理机构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董事保证基金年度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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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益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旗下：
益民货币市场基金
益民红利成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益民创新优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益民核心增长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益民服务领先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益民品质升级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益民中证智能消费主题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益民信用增利纯债一年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益民优势安享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上述基金的年度报告全文于 2020 年 3 月 25 日在本公司网站（http://www.

ymfund.com）和中国证监会基金电子披露网站（http://eid.csrc.gov.cn/fund）披露，供
投资者查阅。 如有疑问可拨打本公司客服电话（400-650-8808）咨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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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充分了解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审慎做出
投资决定。

特此公告。

益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0 年 3 月 25 日

益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旗下全部基金 2019 年年度报告提示性公告

国泰君安君得稳一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经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中证协函
〔2013〕941 号文核准设立， 集合计划管理人为上海国泰君安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
司，集合计划托管人为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国泰君安君得稳一号集合资产管理
计划自 2013 年 2 月 19 日起开始募集，于 2013 年 2 月 21 日结束募集工作，于 2013
年 2 月 27 日正式成立。

国泰君安君得稳一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经中国证监会机构部函【2020】247 号
文准予合同变更。

2020 年 2 月 24 日，上海国泰君安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于官网发布《关于国
泰君安君得稳一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变更为国泰君安君得诚混合型集合资产管理
计划及其法律文件变更的公告》，变更内容包括产品名称、存续期限、调整投资范
围、投资比例、收益分配、巨额赎回、申购起点、申购费率、赎回费率、管理费率、托
管费率、业绩报酬、业绩比较基准、最低退出份额、终止条款等并相应修订了管理
合同及相关法律文件。 本次合同变更自 2020 年 3 月 25 日起生效。

自 2020 年 3 月 25 日起， 国泰君安君得稳一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正式更名为
国泰君安君得诚混合型集合资产管理计划，《国泰君安君得诚混合型集合资产管理
计划资产管理合同》、《国泰君安君得诚混合型集合资产管理计划托管协议》、《国
泰君安君得诚混合型集合资产管理计划招募说明书》正式生效，原《国泰君安君得
稳一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管理合同》、《国泰君安君得稳一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托

管协议》、《国泰君安君得稳一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说明书》和《国泰君安君得稳一
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风险揭示书》同时失效。 管理合同当事人将按照《国泰君安君
得诚混合型集合资产管理计划资产管理合同》享有权利并承担义务。以上法律文件
可在集合计划管理人网站查询，请投资者参阅。

自生效日起， 原国泰君安君得稳一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份额变更为国泰君安
君得诚混合型集合资产管理计划份额。 本集合计划管理人自生效之日起不超过 3
个月开始办理国泰君安君得诚混合型集合资产管理计划的赎回及申购业务， 以上
办理时间和办理规则将另行公告。

本集合计划份额持有人及希望了解本集合计划其他有关信息的投资者， 可以
登录本集合计划管理人网站（https://www.gtjazg.com）查阅相关信息。

风险提示： 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 谨慎勤勉的原则管理和运用集合计划财
产，但不保证本集合计划一定盈利，也不保证集合计划份额持有人的最低收益。 敬
请投资者认真阅读集合计划合同、招募说明书等法律文件，并根据自身的风险承受
能力选择适合自己的产品，注意产品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上海国泰君安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20 年 3 月 25 日

上海国泰君安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国泰君安君得诚混合型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资产管理合同等法律文件生效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董事保证基金年度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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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中国人保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旗下人保货币市场基金、 人保双利优选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人保研究精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人保纯债一年定期开放债券型证
券投资基金、人保转型新动力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人保鑫利回报债券型
证券投资基金、人保鑫瑞中短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人保量化基本面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人保鑫裕增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人保安惠三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证
券投资基金、人保中证 500 指数型证券投资基金、人保福泽纯债一年定期开放债券
型证券投资基金、人保优势产业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人保鑫盛纯债债券型证券投
资基金、人保沪深 300 指数型证券投资基金、人保鑫泽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人保福睿 18 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人保行业轮动混合型证券投资基

金、人保添益 6 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人保利璟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
基金、 人保中高等级信用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和人保鑫享短债债券型证券投资
基金的 2019 年年度报告全文于 2020 年 3 月 25 日在本公司网站[fund.piccamc.com]
和中国证监会基金电子披露网站（http://eid.csrc.gov.cn/fund）披露，供投资者查阅。
如有疑问可拨打本公司客服电话（400-820-7999）咨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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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充分了解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审慎做出
投资决定。

特此公告。
中国人保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20 年 3 月 25 日

中国人保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旗下部分基金年度报告提示性公告

尊敬的投资者：
受新冠疫情影响，原定于 2020� 年 3� 月 31 日披露的公司旗下公募基金 2019

年年度报告，拟推迟至 2020� 年 4� 月 30� 日前披露，上述事宜已向监管机构报备，
给广大投资者带来不便，敬请理解。

风险提示：基金管理人依照恪尽职守、诚实信用、谨慎勤勉的原则管理和运用
基金财产，不保证投资本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基金份额持有人的最低收益。 敬

请投资人注意投资风险。敬请投资者于投资前认真阅读基金的《基金合同》和《招募
说明书》等法律文件，了解基金产品的详细情况，选择与自己风险识别能力和风险
承受能力相匹配的基金，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金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二〇年三月二十五日

金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推迟披露旗下基金 2019 年年度报告的公告

兴证全球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旗下基金（详见下表）2019 年年度报告全文于
2020 年 3 月 25 日在本公司网站【http://www.xqfunds.com】和中国证监会基金电子
披露网站【http://eid.csrc.gov.cn/fund】披露，供投资者查阅。 如有疑问可拨打本公司
客服电话（400-678-0099（免长话费）、021-38824536）咨询。
序号 基金名称 基金代码

1 兴全趋势投资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LOF） 前端：163402
后端：163403

2 兴全货币市场证券投资基金 340005
3 兴全全球视野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340006
4 兴全有机增长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340008
5 兴全精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63411
6 兴全添利宝货币市场基金 000575
7 兴全新视野定期开放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001511
8 兴全稳益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001819

9 兴全天添益货币市场基金 A类：001820
B类：001821

10 兴全兴泰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004919
11 兴全祥泰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005712
12 兴全恒裕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006985
13 兴全恒瑞三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006984
14 兴全可转债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340001
15 兴全社会责任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340007

16 兴全磐稳增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A类：340009
C类：007398

17 兴全沪深 300指数增强型证券投资基金（LOF）
A类：163407（前端）

163408（后端）
C类：007230

18 兴全合润分级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63406

19 兴全绿色投资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LOF） 163409（前端）
163410（后端）

20 兴全商业模式优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LOF） 163415（前端）
163416（后端）

21 兴全轻资产投资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LOF） 163412（前端）
163413（后端）

22 兴全稳泰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A类：003949
C类：008173

23 兴全恒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A类：004952
C类：004953

24 兴全安泰平衡养老目标三年持有期混合型基金中基金（FOF） 006580

25 兴全多维价值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A类：007449
C类：007450

26 兴全合泰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A类：007802
C类：007803

27 兴全合宜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LOF） A类：163417
C类：0054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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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证本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请充分了解本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审慎
做出投资决定。

特此公告。
兴证全球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0 年 3 月 25 日

兴证全球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旗下基金 2019 年年度报告的提示性公告

中国人保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旗下人保鑫利回报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简
称“人保鑫利”，基金代码：006114）、人保鑫瑞中短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简
称“人保鑫瑞中短债”，基金代码：006073）、人保鑫盛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
金简称“人保鑫盛纯债”，基金代码：006638）、人保行业轮动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人保行业轮动混合”，基金代码：006573）、人保添益 6 个月定期开放债
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简称“人保添益 6 个月定开”，基金代码：007727）共
5 只基金招募说明书（更新）全文及摘要于 2020� 年 3 月 25 日在本基金管理人网
站（http://fund.piccamc.com/）和中国证监会基金电子披露网站（http://eid.csrc.gov.

cn/fund）披露，供投资者查阅。 如有疑问可拨打本公司客服电话（400-820-7999）咨
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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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证本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请充分了解本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审慎
做出投资决定。

特此公告
中国人保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20 年 3 月 25 日

中国人保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旗下部分基金招募说明书更新的提示性公告

根据中国证监会 2019 年 7 月 26 日颁布的《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
理办法》的要求及基金合同的约定，中国人保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基金
管理人”）经与基金托管人协商一致，决定对旗下部分基金的基金合同、托管协议相
关条款进行修订。 现将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一、基金合同和托管协议修订
本次修改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和监管机构的规定执行，仅对各基金基金合同、托

管协议中信息披露相关条款进行修订，并进行了一些必要的更新，各基金的投资目
标、投资范围、投资策略、风险收益特征等均未发生改变，对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无
实质性不利影响。本基金管理人已就本次修订履行了必要的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
规及基金合同的规定。 本次修订基金合同和托管协议的基金详见下表：

序号 基金全称
1 人保鑫利回报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2 人保鑫瑞中短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3 人保鑫盛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4 人保行业轮动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5 人保添益 6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二、重要提示
1、自公告之日起，本次修订后的各基金基金合同、托管协议正式生效。 本基金

管理人将于本提示性公告披露当日将各基金修订后的基金合同、 托管协议及修订
说明公告登载于本基金管理人网站及中国证监会基金电子披露网站， 供投资者查
阅。各基金的招募说明书及其摘要均根据本次修订进行相应更新，并在本公告披露
之日起 3 个工作日内披露。

2、 投资者欲了解本基金其他相关信息的， 可以登录本基金管理人网站（http:
//fund.piccamc.com）或拨打本基金管理人客户服务中心电话：400-820-7999 进行查
询。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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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资者投资基金时应认真阅读基金合同、招
募说明书等文件。 敬请投资者留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中国人保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20 年 3 月 25 日

中国人保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旗下部分基金根据《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

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修订基金合同、托管协议的提示性公告

为保护投资者利益，自 2020 年 3 月 25 日起，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本公司”）旗下基金在泰诚财富基金销售（大连）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泰诚财富”）
终止办理开户、认购、申购、转换、定期定额申购等业务，目前赎回业务正常办理。

投资者可通过以下渠道咨询详情：
（一）泰诚财富客户服务电话：400-0411-001；
泰诚财富网站：www.haojiyoujijin.com；

（二）本公司客户服务电话：400-818-6666；
本公司网站：www.ChinaAMC.com。
特此公告

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二〇年三月二十五日

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旗下基金在泰诚财富基金销售（大连）有限公司

终止办理认购、申购等销售业务的公告

根据中国证监会《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公告(2017)13 号――关于证券投资
基金估值业务的指导意见》，并参照中国证券业协会《关于停牌股票估值的参考方
法》的有关规定，经与基金托管人协商一致，自 2020 年 3 月 23 日起，西部利得基金
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对旗下开放式基金所持有的停牌股票“闻泰科
技”（股票代码：600745）启用指数收益法估值。

待“闻泰科技”复牌且其交易体现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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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敬请投资者予以关注。

投资人可登录本公司网站（www.westleadfund.com）或拨打本公司客户服务电话
4007-007-818 或 021-38572666 了解基金份额净值变动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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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不保证本基
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基金的过往业绩及其净值高低并不预示其未来业
绩表现。 投资有风险，敬请投资人在投资基金前认真阅读《基金合同》、《招募说明
书》等基金法律文件，了解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并根据自身的风险承受能力选择
适合自己的基金产品。本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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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敬请
投资人在购买基金前认真考虑、谨慎决策。

特此公告。
西部利得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0 年 3 月 25 日

关于西部利得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旗下基金持有的停牌股票调整估值的提示性公告

尊敬的投资者：
受新冠疫情影响，公司旗下公募基金 2019 年年度报告编制所需的外部审计工

作延缓，故原定于 2020 年 3 月 26 日披露的公司旗下公募基金 2019 年年度报告，拟
延至 2020 年 4 月 30 日前披露，上述事宜已向监管机构报备，给广大投资者带来不
便，敬请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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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请投资者于投资前认真阅读基金的《基金合同》和
《招募说明书》等法律文件，了解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并根据自身的风险承受能力
选择适合自己的基金产品。

特此公告。

西部利得基金管理公司
二〇二〇年三月二十五日

西部利得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推迟披露旗下基金 2019 年年度报告的公告

因受新冠疫情影响， 原定于 2020 年 3 月 26 日披露的本公司旗下基金 2019 年
年度报告，将推迟至 2020 年 4 月 27 日披露，上述事宜已向监管机构报备。

如有疑问，投资者可联系客户经理、拨打我公司客户服务电话 400-889-4888、
或登录我公司网站 www.cifm.com 了解相关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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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资者应于投资前认真阅读基金的《基金合同》和
《招募说明书》等法律文件，提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上投摩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0 年 3 月 25 日

上投摩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延迟披露旗下基金 2019 年年度报告的公告

尊敬的投资者：
受新冠疫情影响， 原定于 2020 年 3 月 27 日前披露的公司旗下公募基金 2019

年年度报告，拟推迟至 2020 年 4 月 30 日前披露，上述事宜已向监管机构报备，给
广大投资者带来不便，敬请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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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者投资于本公司旗下基金前应认真

阅读基金的基金合同和招募说明书（更新），了解基金产品的详细情况，选 择与自
己风险识别能力和风险承受能力相匹配的基金，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东海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2020 年 3 月 25 日

东海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关于推迟披露旗下基金 2019 年年度报告的公告

因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影响， 原定于 2020 年 3 月 25 日披露的我公司旗下基金
2019 年年度报告，推迟至 2020 年 4 月 30 日前披露。 上述事宜已向监管机构报备，
给广大投资者带来不便，敬请谅解。

特此公告。
兴银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2020 年 3 月 25 日

兴银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关于推迟披露旗下基金 2019 年年度报告的公告

根据华宝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与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中金公司”）签署的《证券投资基金销售代理协议》，本公司自 2020 年 3 月 25
日起增加中金公司为华宝中证军工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军工行
业 ETF”，基金代码：512810）、华宝中证银行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简
称：银行 ETF，基金代码：512800）、华宝中证全指证券公司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
基金（基金简称：券商 ETF，基金代码：512000）的一级交易商。 投资者可到中金公司办理
军工行业 ETF、银行 ETF、券商 ETF的开户、申赎及其他相关业务。

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了解或咨询相关情况
1.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400-910-1166

公司网址： www.cicc.com
2.华宝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400-700-5588、021-38924558
网站：www.fsfund.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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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资者投资基金时应认真阅读基金的基金
合同、招募说明书。 敬请投资者留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华宝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0 年 3 月 25 日

华宝基金关于旗下部分交易型开放式指数
证券投资基金新增中金公司为一级交易商的公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