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CC1155772020 年 5 月 20 日 星期三 DISCLOSURE信息披露制作 董春云
电话：010-83251716 Ｅ－ｍａｉｌ押zqrb9@zqrb.sina.net

为进一步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反洗钱法》、《金融机构反洗钱规定》、《金融机
构客户身份识别和客户身份资料及交易记录保存管理办法》的要求，加强客户身份
识别，根据《中国人民银行关于加强反洗钱客户身份识别有关工作的通知》等法律
法规以及中国证监会的有关规定， 前海开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
司”）作如下提醒：

一、在本公司电子直销交易系统（包括官网、手机 APP、微信公众服务号，下同）
开户、交易的个人投资者均须上传身份证件正反面影印件。

二、本公司将持续开展个人投资者客户身份识别工作，需要核实并采集的身份
信息包括：姓名、性别、国籍、职业、住所地或者工作单位地址、联系电话、身份证件
或者身份证明文件的种类、号码和证件有效期等。

自 2020 年 5 月 25 日起，对于尚未上传身份证件影印件，身份信息资料缺失、无
效的投资者，本公司将限制或中止办理相关业务。

请投资者及时通过本公司电子直销交易系统完善、更新身份信息资料，以免影
响业务办理。

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了解或咨询相关情况：
客服电话：4001-666-998
网址：www.qhkyfund.com
特此公告

前海开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0 年 5 月 20 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准确和完整 ，并对公告中的虚假
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

重要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2、本次股东大会无变更、否决议案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2、会议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时间：2020 年 5 月 19 日（星期二）下午 14:00
网络投票时间：
（1）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2020 年 5 月

19 日 9:15-15:00 期间的任意时间；
（2）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时间为 2020 年 5 月 19 日上

午 9:30—11:30,下午 13:00—15:00。
3、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股权登记日：2020 年 5 月 11 日
5、现场会议地点： 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五常街道荆长大道 658-1 号 2 幢和合

大厦公司会议室
6、会议主持人：董事长吴长鸿先生
本次股东大会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

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
有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表 22 人，代表股份 268,425,084 股，占公

司总股份的 39.0959％。 其中：
（1）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表 19 人，代表股份 267,812,684 股，占公司

总股份的 39.0067％；
（2）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3 人， 代表股份 612,400 股， 占公司总股份的

0.0892％。
2、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表 9 人，代表股份 44,219,590 股，占公司

总股份的 6.4405％。 其中：
（1）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表 6 人，代表股份 43,607,190 股，占公司总

股份的 6.3514％；
（2）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3 人， 代表股份 612,400 股， 占公司总股份的

0.0892％。
中小股东系指除担任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股东及单独或合计持有

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
3、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4、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见证律师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同时见证律师对本次会

议进行了现场见证。
二、议案的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以现场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 审议通过了以

下议案：
议案 1.00 《2019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 267,967,984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99.8297％；反对 457,100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0.1703％；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
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43,762,490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98.9663％；反对 457,1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1.0337％；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议案 2.00 《2019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 267,967,984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99.8297％；反对 457,100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0.1703％；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
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43,762,490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98.9663％；反对 457,1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1.0337％；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议案 3.00 《2019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 267,967,984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99.8297％；反对 457,100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0.1703％；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
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43,762,490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98.9663％；反对 457,1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1.0337％；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议案 4.00 《2019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267,967,984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99.8297％；反对 457,100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0.1703％；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
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43,762,490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98.9663％；反对 457,1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1.0337％；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议案 5.00 《关于公司 2019 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267,967,984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99.8297％；反对 457,100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0.1703％；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
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43,762,490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98.9663％；反对 457,1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1.0337％；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议案 6.00 《关于 2020 年度公司及子公司申请授信额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267,967,984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99.8297％；反对 457,100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0.1703％；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
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43,762,490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98.9663％；反对 457,1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1.0337％；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议案 7.00 《关于 2020 年度公司及子公司提供融资担保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267,332,904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99.5931％；反对 1,092,180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0.4069％；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
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43,127,410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97.5301％；反对 1,092,18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2.4699％；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议案 8.00 《关于续聘公司 2020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267,967,984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99.8297％；反对 457,100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0.1703％；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
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43,762,490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98.9663％；反对 457,1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1.0337％；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议案 9.00 《关于回购注销部分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的
议案》

出席本次会议的关联股东李绍光、吴长鸿、叶继明、耿帅、李水土、张琦、王佩
群、陈海霞、叶松、玉环市亚兴投资有限公司、黄良彬已回避表决。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00,332,532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99.5465％；反对 457,100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0.4535％；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
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5,803,650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97.1889％；反对 457,1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2.8111％；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议案 10.00 《关于注册资本变更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267,967,984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99.8297％；反对 457,100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0.1703％；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
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43,762,490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98.9663％；反对 457,1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1.0337％；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本议案属于特别决议， 已获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三分之二通过。

三、见证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双环传动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

行政法规、《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
格合法有效；会议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浙江双环传动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浙江双环传动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

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浙江双环传动机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5 月 19 日

证券代码：002472 证券简称：双环传动 公告编号：2020-053

浙江双环传动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前海开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提醒电子直销交易系统
个人投资者及时上传有效身份证件并完善、
更新身份信息以免影响业务办理的公告

浙江双环传动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减资公告

关于调整前海开源沪港深蓝筹精选灵活配置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通过中国工商银行办理申购赎回业务交易

限额及参与 AI 投服务申购费率优惠的公告
为答谢广大客户长期以来给予的信任与支持，前海开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本公司”）经与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工商银行”）协
商一致， 自 2020 年 05 月 20 日起， 调整前海开源沪港深蓝筹精选灵活配置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通过中国工商银行办理申购（含定投）、赎回业务的单笔最低交易限
额，并参与中国工商银行 AI 投服务申购费率优惠活动。 具体内容如下：

一、适用基金
前海开源沪港深蓝筹精选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001837）
二、调整内容
1、自 2020 年 05 月 20 日起，投资者在中国工商银行办理本公司上述基金的申

购（含定投）业务，最低单笔申购（含定投）金额及追加金额调整为人民币 1 元或 1
元的整数倍(含手续费)，最低为人民币 1 元(含手续费)。

2、自 2020 年 05 月 20 日起，投资者在中国工商银行办理本公司上述基金赎回
时，可申请将其持有的部分或全部基金份额赎回，但每笔最低赎回份额不得低于 1
份；账户最低余额为 1 份基金份额，若某笔赎回将导致投资人在中国工商银行托管
的本基金份额余额不足 1 份时，该笔赎回业务应包括账户内全部基金份额，否则，
基金管理人有权将剩余部分的基金份额强制赎回。

3、自 2020 年 05 月 20 日起，投资者通过中国工商银行 AI 投服务功能购买前海
开源沪港深蓝筹精选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其申购费率（含固定费率）按
AI 投服务的费率优惠内容执行。基金费率详见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及其更新等法
律文件及本公司发布的最新业务公告。 具体费率优惠内容如有变动，本公司或中国

工商银行将另行公告。
4、业务开始或结束办理的具体时间及具体程序、规则以中国工商银行的有关

规定为准，如有变化，敬请投资者留意中国工商银行的有关公告。
三、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
1、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95588
网址：www.icbc.com.cn
2、前海开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4001-666-998
网址：www.qhkyfund.com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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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金的过往业绩及其净值高低并不预示其未来业绩
表现。

基金定期定额投资并不等于零存整取等储蓄方式， 不能规避基金投资所固有
的风险，也不能保证投资者获得收益。 投资者投资基金时应认真阅读基金的基金合
同、招募说明书等文件。

特此公告
前海开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0 年 05 月 20 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准确和完整 ，并对公告中的虚假
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

浙江双环传动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20 年 5 月 19 日召开的
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锁
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鉴于 2017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
第三个解锁期和预留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第二个解锁期的业绩考核未达标以及部分
激励对象离职的原因， 公司将回购注销因前述原因所涉及的股权激励对象所持已
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共计 792.60 万股。 本次回购注销部分股份将导致公
司注册资本发生变更，注册资本将相应减少 792.60 万元。

本次公司回购注销部分股权激励股份将涉及注册资本减少，根据《中华人民共
和国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公司特此通知债权人，债权人自本公告之日
起四十五日内，有权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的担保。 债权人未在规定期限
内行使上述权利的，本次回购注销将按法定程序继续实施。 债权人如要求公司清偿
债务或提供相应担保的，应根据《公司法》等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向公司提出书面
请求，并随附有关证明文件。

特此公告。
浙江双环传动机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5 月 1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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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双环传动机械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减持股份比例超过 1%的公告

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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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浙江双环传动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0 年 5 月 19 日收到
公司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出具的《关于减持股份达到 1%的告知函》，实际控
制人之一的陈菊花女士及其一致行动人叶善群先生于 2020 年 2 月 14 日至 2020
年 5 月 18 日期间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其所持公司股份共计 1,006 万股， 占目前
公司总股本的 1.47%。 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现将本次减持情况
公告如下：
1.基本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

陈菊花
叶善群
吴长鸿
陈剑峰
蒋亦卿
玉环市亚兴投资有限公司

住所

浙江省玉环市珠港镇
浙江省玉环市珠港镇
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
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
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
浙江省玉环市玉城街道机电工业园区

权益变动时间 2020 年 2月 14日至 2020年 5月 18日
股票简称 双环传动 股票代码 002472

变动类型（可
多选） 增加□ 减少■ 一致行动人 有■ 无□

是否为第一大股东或实际控制人 是■ 否□
2.本次权益变动情况

股份种类（A股、B股等） 增持/减持股数（万股） 增持/减持比例（%）
A股（陈菊花） 386 0.56%
A股（叶善群） 242 0.35%
A股（叶善群） 378 0.55%

合 计 1006 1.47%

本次权益变动方式（可多选）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 协议转让 □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大宗交易 ■ 间接方式转让

□
国有股行政划转或变更 □ 执行法院裁定 □
取得上市公司发行的新股 □ 继承 □
赠与 □ 表决权让渡 □
其他 □（请注明）

3. 本次变动前后，投资者及其一致行动人拥有上市公司权益的股份情况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本次变动前持有股份 本次变动后持有股份

股数(股) 占总股本
比例(%) 股数(股) 占总股本

比例(%)

陈菊花
合计持有股份 27,585,440 4.02% 23,725,440 3.46%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27,585,440 4.02% 23,725,440 3.46%
限售条件股份

叶善群
合计持有股份 47,142,800 6.87% 40942800 5.96%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47,142,800 6.87% 40942800 5.96%
限售条件股份

吴长鸿
合计持有股份 59,968,992 8.73% 59,968,992 8.73%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14,992,248 2.18% 14,992,248 2.18%
限售条件股份 44,976,744 6.55% 44,976,744 6.55%
合计持有股份 27,325,440 3.98% 27,325,440 3.98%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6,831,360 0.99% 6,831,360 0.99%陈剑峰
限售条件股份 20,494,080 2.98% 20,494,080 2.98%

蒋亦卿
合计持有股份 29,115,240 4.24% 29,115,240 4.24%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7,278,810 1.06% 7,278,810 1.06%
限售条件股份 21,836,430 3.18% 21,836,430 3.18%

玉环市亚兴投资
有限公司

合计持有股份 43,028,400 6.27% 43,028,400 6.27%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43,028,400 6.27% 43,028,400 6.27%
限售条件股份

4. 承诺、计划等履行情况

本次变动是否为履行已作
出的承诺、意向、计划

是■ 否□
1、2020 年 5 月 9 日， 公司披露了《关于股东减持计划预披露的公

告》。 公司实际控制人之一的陈菊花女士及其一致行动人叶善群先生，拟
自减持计划公告之日起 15个交易日之后的 3个月内，通过集中竞价交易
方式减持股份数量不超过 6,865,812 股（占公告披露时公司股份总数的
1%）；自减持计划公告之日起 3个交易日之后的 3 个月内，通过大宗交易
方式减持股份数量不超过 13,731,625股（占公告披露时公司股份总数的
2%）。 若减持期间，公司有回购注销、可转债转股、送股、资本公积转增股
本、配股等股份变动事项，则前述拟减持股份数量上限作相应调整。 2020
年 5月 18日，陈菊花女士根据前述减持计划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减持股份
数量 386万股，占目前公司总股本的 0.56%，陈菊花女士减持股份与已披
露的减持计划无差异，目前减持计划尚未全部实施完毕。

2、2020 年 2 月 14 日， 叶善群先生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减持股份 378
万股，占目前公司总股本的 0.55%；2020年 2月 17日，叶善群先生通过大
宗交易系统减持股份 242万股，占目前公司总股本的 0.35%。 前述两次减
持事项不在 2020年 5月 9日公司披露的《关于股东减持计划预披露的公
告》减持计划范围内，但与一致行动人陈菊花女士此次大宗交易股份数量
的累计变动超过公司总股本的 1%，根据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关
于股东股份减持的有关规定对减持事项予以披露。

本次变动是否存在违反《证
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
办法》等法律、行政法规、部
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本所
业务规则等规定的情况

是□ 否■

5. 被限制表决权的股份情况
按照《证券法》第六十三条
的规定，是否存在不得行使
表决权的股份

是□ 否■

6.备查文件
1．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持股变动明细□

2．相关书面承诺文件□
3．律师的书面意见□
4．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信息披露义务人 ：吴长鸿 、陈菊花 、蒋亦卿 、陈剑峰
叶善群 、玉环市亚兴投资有限公司

2020 年 5 月 1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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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中信建投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与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
信建投证券”）签署的证券投资基金销售服务协议，自 2020 年 5 月 20 日起，增加中
信建投证券为中信建投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旗下部分基金的代销机构。

一、 适用基金范围
中信建投桂企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A 类 008952，C 类 008953）
二、基金开户、认购、申购等业务
自 2020 年 5 月 20 日起， 投资者可通过中信建投证券办理上述基金的开户、认

购、申购等业务，具体的业务流程、办理时间和办理方式以中信建投证券的规定为
准。 投资者通过中信建投证券认购、申购和赎回基金份额的数量限制以招募说明书
的规定为准。

三、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了解或咨询相关情况：
1、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网址：www.csc108.com

联系电话：95587、400-8888-108
2、中信建投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网址：www.cfund108.com
联系电话:4009-108-108
风险提示:基金投资有风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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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资者投资上述基
金时应当认真阅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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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根据自身的投资目的、投资期限、投资经验、资产状况等，投资与自身风
险承受能力相适应的基金。

特此公告。

中信建投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0 年 5 月 20 日

关于中信建投桂企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增加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为代销机构的公告

1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南方初元中短债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南方初元中短债
基金主代码 007149
基金管理人名称 南方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南方初元中短债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
暂停相关业
务的起始日
及原因说明

暂停大额申购起始日 2020年 5月 20日
暂停大额定投起始日 2020年 5月 20日
暂停大额转换转入起始日 2020年 5月 20日
暂停原因说明 保护基金份额持有人的利益

下属基金份额的简称 南方初元中短债 A 南方初元中短债 C 南方初元中短债 E
下属基金份额的代码 007149 007150 008080
该基金份额的限制金额 5万元 5万元 5万元

2 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1） 自 2020 年 5 月 20 日起将本基金 A 类、C 类及 E 类基金份额的大额申购、

定投和转换转入限制由 5000 元调整为 5 万元，即本基金管理人将暂停接受单日每
个基金账户累计申购、定投和转换转入本基金 A 类、C 类及 E 类基金份额超过 5 万
元的申请（不含 5 万元，A 类、C 类及 E 类基金份额的申请金额每类单独计算，申
购、定投和转换转入的申请金额合并计算）。

（2）在本基金限制大额申购、定投和转换转入业务期间，其他业务照常办理。
（3）本基金恢复办理大额申购、定投和转换转入业务的具体时间将另行公告。
（4）投资人可访问本公司网站 (www.nffund.com)或拨打全国免长途费的客户服

务电话（400－889－8899）咨询相关情况。
南方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 5 月 20 日

关于调整旗下南方初元中短债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
基金申购、定投和转换转入金额限制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20 年 5 月 20 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准确 、完整 ，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阳光电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0 年 5 月 19 日召开了 2019 年年
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鉴于公司股权激励
计划中公司原激励对象芦春光、肖福勤、武昌宏、张长信、张磊、王晓飞、余鸿、张英范、
谢杰华、刘子玉、刘大伟、陈强、高钰、焦向博、徐仲仁、张建楠、曲尧、李高山已离职，根
据公司股权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公司将对上述人员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全部限制性
股票进行回购注销，公司激励对象杨力根据其个人年度绩效解锁比例为 50%，根据公
司股权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公司将对其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部分限制性股票进行回
购注销，合计回购数量为 522,000 股。 因此，公司总股本将由 1,456,812,850 万股变更为

1,456,290,850 万股。 相关公告信息将刊登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
报》、《证券时报》以及中国证监会指定的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

本次公司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将涉及注册资本减少，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公司特此通知债权人，债权人自本公告之日起 45 日
内，有权要求本公司清偿债务。 债权人未在规定期限内行使上述权利的，本次回购注销
将按法定程序继续实施。 债权人如果提出要求本公司清偿债务的，应根据《中华人民共
和国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向公司提出书面要求，并随附相关证明文件。

特此公告
阳光电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5 月 19 日

证券代码：300274 证券简称：阳光电源 公告编号：2020－032

阳光电源股份有限公司减资公告

为答谢广大客户长期以来给予的信任与支持，更好地服务于投资者，经与北京汇
成基金销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汇成基金”）协商，诺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本公司”）旗下部分基金将参加汇成基金开展的基金费率优惠活动。 具体如下：
一、适用基金
本公司旗下已在汇成基金代销的基金及后续新增在汇成基金代销的基金，具体以

汇成基金规定为准。
二、适用投资者范围
通过汇成基金办理适用基金相关业务的投资者。
三、活动时间
活动开始及结束的时间以汇成基金公告为准。
四、活动内容
自 2020 年 5 月 20 日起， 本公司旗下已在汇成基金代销的基金可参与汇成基金开

展的基金费率优惠活动，本公司旗下基金参加费率优惠活动的情况及费率优惠活动的
具体规则以汇成基金公告为准。

各基金费率标准详见各基金的基金合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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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本公司新增通过汇成基金代销的开放式基金，则自该基金在汇成基金开放申购
业务之日起，将同时参与汇成基金上述费率优惠活动，费率优惠活动的具体规则以汇
成基金规定为准。

重要提示：

1、费率优惠活动开始或结束的具体时间及具体程序以代销机构的有关规定为准，
如有变动，敬请投资者留意代销机构的有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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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产，但不保证基金
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基金的过往业绩并不预示其未来表现。基金管理人管理
的其他基金的业绩并不构成本基金业绩表现的保证。 投资者投资于本公司管理的基金
时应认真阅读基金合同、托管协议、招募说明书等文件及相关公告，如实填写或更新个
人信息并核对自身的风险承受能力，选择与自己风险识别能力和风险承受能力相匹配
的基金产品。

3、费率优惠活动解释权归汇成基金所有，本公告的有关内容在法律法规允许范围
内由本公司负责解释。

投资者可以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情况：
1、北京汇成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400-619-9059
网址：www.hcjijin.com
2、诺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400-888-8998
网站：www.lionfund.com.cn
特此公告。

诺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二〇年五月二十日

诺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旗下部分基金参加汇成基金
开展的基金费率优惠活动的公告

为满足广大投资者理财需求，经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与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招商银行”）协商一致，自 2020 年 5 月 20 日
起，投资者通过招商银行定投本公司旗下基金，定投起点调整为 10 元（含）具体业
务规则请以本公司及招商银行的相关规定和公告为准。

一、适用基金范围
基金代码 收费模式 基金全称
100016 前端收费 富国天源沪港深平衡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100017 后端收费
100018 前端收费 富国天利增长债券投资基金100019 后端收费
100020 前端收费 富国天益价值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100021 后端收费
100022 前端收费 富国天瑞强势地区精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100023 后端收费
161005 前端收费 富国天惠精选成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LOF)A类161006 后端收费
100025 前端收费 富国天时货币市场基金 A类
100028 前端收费 富国天时货币市场基金 B类
100026 前端收费 富国天合稳健优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100027 后端收费
519035 前端收费 富国天博创新主题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519036 后端收费
100029 前端收费 富国天成红利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100030 后端收费
161010 前端收费 富国天丰强化收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161018 后端收费
100032 前端收费 富国中证红利指数增强型证券投资基金100033 后端收费
100035 前端收费 富国优化增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A类
100036 后端收费 富国优化增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B类
100037 C类收费 富国优化增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C类
100038 前端收费 富国沪深 300增强证券投资基金
100039 前端收费 富国通胀通缩主题轮动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61014 前端收费 富国汇利回报两年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100050 前端收费 富国全球债券证券投资基金(QDII)
100051 前端收费 富国可转换债券证券投资基金100052 后端收费
100053 前端收费 富国上证综指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
161015 前端收费 富国天盈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LOF)C类
100055 前端收费 富国全球科技互联网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QDII)
100056 前端收费 富国低碳环保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61017 前端收费 富国中证 500指数增强型证券投资基金(LOF)
100058 前端收费 富国产业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A类100059 后端收费
007075 C类收费 富国产业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C类
161019 前端收费 富国新天锋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LOF)
100060 前端收费 富国高新技术产业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00061 前端收费 富国中国中小盘(香港上市)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00066 前端收费 富国纯债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A类
100067 后端收费 富国纯债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B类
100068 C类收费 富国纯债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C类
100072 前端收费 富国强回报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A类
100073 C类收费 富国强回报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C类
000029 前端收费 富国宏观策略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00107 前端收费 富国稳健增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A类
000108 后端收费 富国稳健增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B类
000109 C类收费 富国稳健增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C类
000191 前端收费 富国信用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A类
000192 C类收费 富国信用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C类
006684 D类收费 富国信用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D类
000220 前端收费 富国医疗保健行业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61022 前端收费 富国创业板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
000139 前端收费 富国国有企业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A类
000140 后端收费 富国国有企业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B类
000141 C类收费 富国国有企业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C类
006683 D类收费 富国国有企业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D类
000471 前端收费 富国城镇发展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161024 前端收费 富国中证军工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
000634 前端收费 富国天盛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00638 前端收费 富国富钱包货币市场基金
000513 前端收费 富国高端制造行业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000514 后端收费
161025 前端收费 富国中证移动互联网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
000810 前端收费 富国收益增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A类
000812 C类收费 富国收益增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C类
000841 前端收费 富国新回报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A类
000843 C类收费 富国新回报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C类
000880 前端收费 富国研究精选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519915 前端收费 富国消费主题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61026 前端收费 富国中证国有企业改革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
000940 前端收费 富国中小盘精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01048 前端收费 富国新兴产业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161027 前端收费 富国中证全指证券公司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
161028 前端收费 富国中证新能源汽车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

161029 前端收费 富国中证银行指数型证券投资基金
001186 前端收费 富国文体健康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001268 前端收费 富国国家安全主题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01349 前端收费 富国改革动力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01345 前端收费 富国新收益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A类
001347 C类收费 富国新收益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C类
161031 前端收费 富国中证工业 4.0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
001371 前端收费 富国沪港深价值精选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61030 前端收费 富国中证体育产业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
001508 前端收费 富国新动力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A类
001510 C类收费 富国新动力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C类
001641 前端收费 富国绝对收益多策略定期开放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001981 前端收费 富国收益宝交易型货币市场基金 A类
001982 前端收费 富国收益宝交易型货币市场基金 B类
001985 前端收费 富国低碳新经济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61033 前端收费 富国中证智能汽车指数证券投资基金(LOF)
001827 前端收费 富国研究优选沪港深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02340 前端收费 富国价值优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02593 前端收费 富国美丽中国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02692 前端收费 富国创新科技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02908 前端收费 富国睿利定期开放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161035 前端收费 富国中证医药主题指数增强型证券投资基金(LOF)
003877 前端收费 富国久利稳健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A类
003878 C类收费 富国久利稳健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C类
161036 前端收费 富国中证娱乐主题指数增强型证券投资基金(LOF)
003494 前端收费 富国天惠精选成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LOF)C类
161037 前端收费 富国中证高端制造指数增强型证券投资基金(LOF)
004183 前端收费 富国产业升级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61038 前端收费 富国新兴成长量化精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LOF)
004737 前端收费 富国新优享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A类
004747 C类收费 富国新优享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C类
004460 前端收费 富国嘉利稳健配置定期开放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04674 前端收费 富国新机遇灵活配置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A类
004675 C类收费 富国新机遇灵活配置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C类
005176 前端收费 富国精准医疗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05075 前端收费 富国研究量化精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05549 前端收费 富国成长优选三年定期开放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05357 前端收费 富国国企改革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05517 前端收费 富国新趋势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A类
005518 C类收费 富国新趋势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C类
005472 前端收费 富国价值驱动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A类
005473 C类收费 富国价值驱动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C类
005609 前端收费 富国军工主题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05739 前端收费 富国转型机遇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05707 前端收费 富国港股通量化精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161039 前端收费 富国中证 1000指数增强型证券投资基金(LOF)
005760 前端收费 富国周期优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06022 前端收费 富国大盘价值量化精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05847 前端收费 富国沪港深业绩驱动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05732 前端收费 富国臻选成长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05840 前端收费 富国产业驱动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06652 前端收费 富国金融地产行业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06218 前端收费 富国生物医药科技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06179 前端收费 富国品质生活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07016 前端收费 富国睿泽回报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501077 前端收费 富国科创主题 3年封闭运作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07455 前端收费 富国蓝筹精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QDII)
007616 前端收费 富国投资级信用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A类
007617 C类收费 富国投资级信用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C类
007618 D类收费 富国投资级信用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D类
005368 前端收费 富国清洁能源产业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09108 前端收费 富国红利精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QDII)人民币份额

投资者可以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情况：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 95555
公司网站： www.cmbchina.com
投资者也可以通过以下方式联系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进行咨询：
客户服务电话：95105686，4008880688（全国统一，均免长途话费）
网址：www.fullgoal.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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敬请投资人注意投资风险。 投资者投资
于本基金前应认真阅读基金的基金合同、更新的招募说明书及相关公告。

投资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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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进行长期投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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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保证投资人获得收益，
也不是替代储蓄的等效理财方式。

本公告的解释权归本公司所有。
特此公告。

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二〇年五月二十日

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
调整旗下基金在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定投起点金额的公告

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增加腾安基金为富国添享
一年持有期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代理销售机构的公告

根据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与腾安基金销售（深圳）有限
公司签署的销售代理协议，自 2020 年 5 月 20 日起，上述渠道开始代理销售富国添
享一年持有期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A 类份额代码：009290、C 类份额代码：
009291），投资者可通过上述渠道办理开户以及本基金的认购业务。 其他业务的开
通情况敬请投资者留意届时公告。

投资者可以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情况：
腾安基金销售（深圳）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95017
公司网站：www.tenganxinxi.com
投资者也可以通过以下方式联系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进行咨询：

客户服务电话：95105686，4008880688（全国统一，均免长途话费）
网址：www.fullgoal.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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投资者投资
于本基金前应认真阅读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及相关公告。

本公告的解释权归本公司所有。
特此公告。

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二〇年五月二十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