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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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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简称本行）于近日收到《中国银保监会关于光大
银行吴利军任职资格的批复》（银保监复[2020]150 号）。 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
员会已核准吴利军先生本行董事、副董事长任职资格。

吴利军先生的简历详见本行于 2019 年 11 月 5 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上海
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本行网

站（www.cebbank.com）的《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决
议公告》。

特此公告。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 年 3 月 27 日

股票代码：601818 股票简称：光大银行 公告编号：临 2020-013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副董事长任职资格获中国银保监会核准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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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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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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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简称本行）于近日收到《中国银保监会关于光大
银行刘金任职资格的批复》（银保监复[2020]147 号）。 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
会已核准刘金先生本行董事任职资格。

刘金先生的简历详见本行于 2019 年 11 月 30 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
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本行网站

（www.cebbank.com）的《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
公告》。

特此公告。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 年 3 月 2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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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董事任职资格获中国银保监会核准的公告

本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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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3 月 26 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 25 号中国光大中心 A 座

三层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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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

其中：A股股东人数 26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人数（H股） 2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6,024,622,558

其中：A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 25,864,645,464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H股） 10,159,977,094

3、 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本行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68.6323

其中：A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49.2760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H股） 19.35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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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简称本行）202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采用现场

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
定。 本次股东大会由本行董事会召集。 李晓鹏董事长为本次会议主席。

（五）本行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本行在任董事 17 人，出席 8 人，何海滨、刘冲、于春玲、霍霭玲、徐洪才、冯

仑、王立国、邵瑞庆、洪永淼董事因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原因未出席本次会议；
2、本行在任监事 9 人，出席 4 人，殷连臣、吴俊豪、吴高连、王喆、乔志敏监事因

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原因未出席本次会议；
3、本行董事会秘书李嘉焱先生出席本次会议，部分高管列席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选举李引泉先生为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董事

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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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820,154,416 99.8280 44,230,948 0.1710 260,100 0.0010

H股 10,089,280,336 99.3042 70,696,758 0.6958 0 0.0000

普通股合
计： 35,909,434,752 99.6803 114,927,706 0.3190 260,100 0.0007

2、议案名称：关于调整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薪酬标准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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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864,375,264 99.9990 270,200 0.0010 0 0.0000

H股 10,159,957,094 99.9998 20,000 0.0002 0 0.0000

普通股合
计： 36,024,332,358 99.9992 290,200 0.0008 0 0.0000

3、议案名称：关于调整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外部监事薪酬标准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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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864,315,364 99.9987 330,100 0.0013 0 0.0000

H股 10,159,957,094 99.9998 20,000 0.0002 0 0.0000

普通股合
计： 36,024,272,458 99.9990 350,100 0.0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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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选举李引
泉先生为中国
光大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第八
届董事会独立
董事的议案

2,430,562,178 98.2024 44,230,948 1.7871 260,100 0.0105

2

关于调整中国
光大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独立
董事薪酬标准
的议案

2,474,783,026 99.9891 270,200 0.0109 0 0.0000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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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君合律师事务所
律师：郭昕、石芸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资格、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和表决程序等事

宜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章以及《公司章程》的
有关规定，本次会议表决结果合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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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 年 3 月 2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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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2019 年 7 月 26 日颁布、同年 9 月 1 日实施的《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以及银华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本基金管理人”或“本公司”）旗下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的约定，经与各基金托管人协商一致，并将报监管机构备案，本基金管理人对旗下 9 只公募基
金（具体基金名称详见附件）的基金合同、托管协议信息披露有关条款进行了修改。 同时，本基金管理人在各基金更新的招募说明书及摘要中，对涉及上述修改的内容进行
相应更新。

上述修改系因法律法规发生变动而进行的修改，且对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无实质性不利影响，并已履行了规定的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基金合同的约定。上
述修改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生效。

本基金管理人将于公告当日将修改后的基金合同、托管协议、更新的招募说明书及摘要登载于中国证监会基金电子披露网站和公司网站。投资者若欲了解基金信息，请
仔细阅读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及相关法律文件。

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投资者可以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
银华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400-678-3333、010-85186558
网址：www.yhfund.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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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敬请投资者留意投资风险。
本公告解释权归本公司。
特此公告。

银华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 3 月 27 日

附件产品名单：
序号 基金名称

1 银华稳晟 39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2 银华安丰中短期政策性金融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3 银华中短期政策性金融债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4 银华恒利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5 银华回报灵活配置定期开放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6 银华丰华三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7 银华岁丰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8 银华盛世精选灵活配置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9 银华添润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银华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根据《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修改旗下 9 只公募基金基金合同及托管协议
并更新招募说明书及摘要的公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