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格林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旗下部分基金季度报告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董事保证基金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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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格林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旗下格林日鑫月熠货币市场基金、格林伯元灵活配置混
合型证券投资基金、格林泓鑫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格林伯锐灵活配置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格林创新成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格林泓泰三个月定期开放债券
型证券投资基金和格林泓裕一年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的季度报告全文于
2020 年 7 月 21 日在本公司网站（http://www.china-greenfun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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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0-1000-50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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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格林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0 年 7 月 2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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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荣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旗下全部基金 2020 年第 2 季度报
告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董事保证基金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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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富荣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旗下：
富荣货币市场基金
富荣富兴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富荣富祥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富荣富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富荣福鑫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富荣福康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富荣中证 500 指数增强型证券投资基金
富荣沪深 300 指数增强型证券投资基金
富荣福锦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富荣富安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富荣价值精选灵活配置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富荣富开 1-3 年国开债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富荣富金专项金融债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以上基金的季度报告全文于 2020 年 7 月 21 日在本公司网站（http://www.

furamc.com.c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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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068556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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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富荣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0 年 7 月 21 日

东吴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旗下全部基金
2020 年 2 季度报告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董事保证基金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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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东吴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旗下， 东吴嘉禾优势精选混合型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
东吴价值成长双动力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东吴行业轮动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东
吴优信稳健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东吴进取策略灵活配置混合型开放式证券投资
基金、东吴新经济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东吴货币市场证券投资基金、东吴安享量
化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东吴中证新兴产业指数证券投资基金、东吴增利
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东吴新产业精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东吴沪深 300 指数型
证券投资基金、东吴配置优化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东吴多策略灵活配置
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东吴鼎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LOF)、东吴阿尔法灵活配置
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东吴中证可转换债券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东吴移动互联
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东吴新趋势价值线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东吴国企改革主题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东吴安盈量化灵活配置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东吴鼎元双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东吴安鑫量化灵活配置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东吴智慧医疗量化策略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东吴增鑫宝
货币市场基金、东吴优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东吴双三角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东吴悦秀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东吴鼎泰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的 2020 年
2 季度报告全文于 2020 年 7 月 21 日在本公司网站 (http://www.scfund.com.c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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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0-821-058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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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吴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0 年 7 月 21 日

渤海汇金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旗下全部基金 2020 年第 2 季度报告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董事保证基金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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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渤海汇金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旗下：
渤海汇金汇添金货币市场基金
渤海汇金汇增利 3 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渤海汇金汇添益 3 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渤海汇金睿选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渤海汇金量化汇盈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上述基金的 2020 年第 2 季度报告全文于 2020 年 7 月 21 日在本公司网站

（https://www.bhhjamc.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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0-651-5988/�
400-651-17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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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渤海汇金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20 年 7 月 21 日

博道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旗下全部基金季度报告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董事保证基金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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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博道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旗下博道启航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博道卓远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博道中证 500 指数增强型证券投资基金、博道沪深 300 指数增强型证
券投资基金、博道远航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博道叁佰智航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博道志远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博道伍佰智航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博道嘉泰回报
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博道久航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博道嘉瑞混合型证券投资基
金、博道安远 6 个月定期开放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博道嘉元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的季度报告全文于 2020 年 7 月 21 日在本公司网站 (www.bdfund.c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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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0-085-288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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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博道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0 年 7 月 21 日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旗下部分基金季度报告提示性公告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下称 “本公司 ”）董事会及董事保证基金季度报告所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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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本公司旗下：
1、财通价值动量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2、财通多策略稳健增长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3、财通收益增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4、中证财通中国可持续发展 100（ECPI� ESG）指数增强型证券投资基金；
5、财通可持续发展主题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6、财通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7、财通成长优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8、财通多策略精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LOF)；
9、财通多策略升级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LOF)；
10、财通财通宝货币市场基金；
11、财通多策略福享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LOF）；
12、财通多策略福瑞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LOF）；
13、财通福盛多策略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LOF）；
14、财通多策略福鑫定期开放灵活配置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15、财通多策略福佑定期开放灵活配置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16、财通新视野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7、财通汇利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18、财通量化核心优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9、财通聚利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20、财通集成电路产业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21、财通量化价值优选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22、财通新兴蓝筹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23、财通安瑞短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24、财通中证香港红利等权投资指数型证券投资基金；
25、财通科创主题 3 年封闭运作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26、财通景利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27、财通久利三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28、财通恒利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29、财通兴利纯债 12 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30、财通智慧成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31、财通行业龙头精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32、财通裕惠 63 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的季度报告全文于 2020 年 07 月 21 日在本公司网站（www.ctfun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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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0-820-988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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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二〇年七月二十一日

蜂巢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旗下全部基金季度报告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董事保证基金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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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蜂巢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旗下蜂巢卓睿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蜂巢添鑫
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蜂巢添汇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蜂巢添幂中短债债
券型证券投资基金、蜂巢丰业纯债一年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蜂巢
添盈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和蜂巢丰鑫纯债一年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
资基金的季度报告全文于 2020 年 7 月 21 日在本公司网站 [www.hexaamc.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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0-100-378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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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蜂巢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0 年 7 月 21 日

关于安信盈利驱动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新增东莞证券为基金销售服务机构的公告

根据安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以下简称“本公司”)与东莞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签署的销售代理协议， 本公司决定新增东莞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为安信盈利驱动
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安信盈利驱动”）的销售服务机构。 投资者自 2020
年 7 月 21 日起可在以下销售机构办理安信盈利驱动的开户、申购、赎回、转换、定
期定额投资等业务。

一、适用基金：
安信盈利驱动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A 类代码：006818、C 类代码：006819）
二、新增销售机构
东莞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东莞市莞城区可园南路一号
法定代表人：陈照星
客户服务电话：95328
网站：www.dgzq.com.cn
三、 重要提示
1、 投资者欲了解上述基金产品的详细情况， 请仔细阅读刊登于本公司网站

（www.essencefund.com）的相关基金《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法律文件及相关业
务公告。

2、投资者通过上述代销机构申购(含转换申购)上述基金产品，上述代销机构有
权开展相应的费率优惠活动， 届时请以代销机构公告或代销机构基金购买页面为
准，我司不再另行公告，敬请投资者随时关注上述代销机构相关公告及代销机构网
站。 投资者通过上述代销机构办理相关业务，具体业务办理规则以相应代销机构规
定为准。

四、投资者可通过上述销售机构渠道和以下安信基金渠道咨询详情：
安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4008-088-088
网站：www.essencefund.com
办公地址：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莲花街道益田路 6009 号新世界商务中心 36 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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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金投资有风险，敬请投资人认真阅读基
金的相关法律文件，并选择适合自身风险承受能力的投资品种进行投资。

特此公告。

安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2020 年 7 月 21 日

财通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旗下部分基金
2020 年第 2 季度报告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董事保证基金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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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财通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旗下
财通资管积极收益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财通资管鑫管家货币市场基金
财通资管鑫逸回报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财通资管鑫锐回报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财通资管鸿达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财通资管睿智 6 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财通资管消费精选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财通资管鑫盛 6 个月定期开放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财通资管瑞享 12 个月定期开放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财通资管鸿睿 12 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财通资管鸿益中短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财通资管鸿利中短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财通资管鸿运中短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财通资管价值成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财通资管鸿福短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财通资管丰和两年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财通资管价值发现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财通资管行业精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的 2020 年第 2 季度报告全文于 2020 年

7 月 21 日在本公司网站(www.ctzg.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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33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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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财通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20 年 7 月 21 日

东海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旗下全部基金 2020 年第 2 季度报告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董事保证基金 2020 年第 2 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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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东海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旗下：
东海美丽中国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东海中证社会发展安全产业主题指数型证券投资基金
东海祥瑞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东海祥龙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LOF)
东海核心价值精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东海祥利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东海科技动力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东海祥苏短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的 2020 年第 2 季度报告全文于 2020 年 7 月 21 日在本公司网站 [www.

donghaifund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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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0-959-553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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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海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2020 年 7 月 21 日

华泰保兴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旗下基金 2020 年第 2 季度报告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董事保证旗下基金 2020 年第 2 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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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本公司旗下基金（详见下表）的 2020 年第 2 季度报告全文于 2020 年 7 月 21 日在本公司网站（www.ehuataifun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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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0-632-9090，免长途话费；（021）80210198）咨询。

序号 基金代码 基金全称
1 004024 华泰保兴尊诚一年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2
004374 华泰保兴吉年丰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A类
004375 华泰保兴吉年丰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C类

3
004493 华泰保兴货币市场基金 A类
004494 华泰保兴货币市场基金 B类

4
005159 华泰保兴尊合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A类
005160 华泰保兴尊合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C类

5
005169 华泰保兴策略精选灵活配置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A类
005170 华泰保兴策略精选灵活配置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C类

6 005522 华泰保兴吉年福定期开放灵活配置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7 005645 华泰保兴尊信定期开放纯债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8
005904 华泰保兴成长优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A类
005905 华泰保兴成长优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C类

9
005908 华泰保兴尊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A类
005909 华泰保兴尊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C类

10 006188 华泰保兴尊颐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11
006385 华泰保兴研究智选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A类
006386 华泰保兴研究智选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C类

12 006642 华泰保兴吉年利定期开放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13 007385 华泰保兴安盈三个月定期开放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14
006882 华泰保兴健康消费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A类
006883 华泰保兴健康消费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C类

15 007540 华泰保兴安悦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16 007586 华泰保兴多策略三个月定期开放股票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17 007767 华泰保兴尊享三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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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泰保兴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0 年 7 月 21 日

关于山东龙力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的股份确权公告

鉴于山东龙力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已于 2020 年 7 月 15 日起终止在深圳证
券交易所挂牌上市，九州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九州证券”）2020 年 6 月 1
日与山东龙力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签订《推荐恢复上市、委托股票转让协议书》。
根据《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两网公司及退市公司股票转让暂行办法》（以下
简称“《转让暂行办法》”）的有关规定，现就山东龙力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份确
权、登记和托管的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股票终止上市的情况
终止上市股票种类：A 股
股票简称：龙力退
股票代码：002604
2020 年 5 月 22 日， 深圳证券交易所对山东龙力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作出了

《关于山东龙力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票终止上市的决定》（深证上〔2020〕428
号），山东龙力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从 2020 年 7 月 15 日起终止上市。从 2020 年 7
月 15 日起的 45 个转让日（即 2020 年 9 月 15 日），山东龙力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股份将开始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以下简称“全国股份转让系统”)挂牌转
让。

山东龙力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终止上市股票退出深圳证券交易所市场登记
的相关手续将于近日办理完毕。

二、山东龙力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办理股份确权、登记和托管的手续及
安排

根据《转让暂行办法》，山东龙力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办理股票确权登记
后，其股票可在全国股份转让系统进行挂牌转让。 持有山东龙力生物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无限售流通股的股东可到九州证券或其他具有全国股份转让系统经纪业务资
格的主办券商办理股份重新确权、登记和托管手续；持有山东龙力生物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限售股或非流通股的股东须到九州证券办理重新确权、登记和托管手续。

（一）关于证券账户的相关事宜
持有深市退市公司股票的投资者在公司股票退出深市主板登记结算系统后不

再开设新的股票转让账户， 可直接使用原有的深市证券账户或原已开立的股份转
让账户办理股份确权和托管手续，并在全国股份转让系统中转让结算。

（二）股份确权和托管
1.办理股份确权和托管的开始时间为：2020 年 7 月 23 日。
2.确权证券代码：400083
3.无限售流通股股东的股份确权和托管
（1）原股份托管在具有全国股份转让系统经纪、自营资格证券公司的无限售流

通股股东
为了简化股东股份确权和托管手续， 山东龙力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退市时，

原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份， 由九州证券直接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办理
股票托管手续，托管在原股东持股对应的全国股份转让系统托管单元上，该部分原
股东无需向九州证券及托管证券公司支付股份确权手续费。 股份直接托管成功的
原无限售流通股股东无需再办理股份确权和托管手续； 但由于原深圳证券账户无
效或已注销等原因， 导致股份直接托管失败的原无限售流通股股东仍需自行到九
州证券和其他可在全国股份转让系统从事经纪业务的主办券商所属营业部办理股
份确权和托管手续，并支付股份确权手续费。

（2）原股份托管在非具有全国股份转让系统经纪、自营资格证券公司的无限售
流通股股东

山东龙力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退市时，原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在非主办券商托
管的流通股股票，需要进行股份确权 ,并托管至已开立的深圳证券账户或股份转让
账户中。 股份确权和托管可以到九州证券或其他具有全国股份转让系统经纪业务
资格的主办券商所属营业部办理手续，并支付股份确权手续费。 需办理股份确权托
管的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可以将股份托管至全国股份转让系统经纪业务资格主办券
商中的任一家（具体名单详见附件一）。

4.限售流通股或非流通股股东的股份确权和托管
根据《转让暂行办法》，山东龙力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限售流通股或非流通股

股东须到九州证券办理确权和托管手续。
5.办理确权、登记和托管手续
山东龙力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东提交的确权申请资料应当与中国证券登

记结算有限公司提供的原始托管记录中记载的投资人资料一致，包括名称、身份证
件编号等。

待确权托管的投资人和原股份持有人如不是同一人，基于以下原因，可以确权
同时办理股份过户。

（1）遗产继承；
（2）出国定居赠与；
（3）法院裁决；
（4）出资人申请。
山东龙力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在全国股份转让系统经纪业务主办券商

所属营业部办理股份确权和托管手续时，填妥《非上市公司股份确权申请表》，除了
携带已开设的深圳证券账户原件及复印件，还要携带以下证件资料：

（1）境内个人：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以下简称身份证）及复印件。 委托
他人代办的，还须提交经公证的委托代办书、代办人身份证及复印件。

（2）境外个人：有效身份证明文件及复印件。 委托他人代办的，还须提交经公证
的委托代办书、代办人有效身份证明文件及复印件。

（3）境内机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加盖单位公章）、法定代表人身
份证明书、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法定代表人有效身份证明文件复印件和经办人
有效身份证明文件及复印件。

（4）境外机构：商业注册登记证明文件或其他具有同等法律效力的并能证明该
机构设立的有效证明文件及复印件、董事会、董事、主要股东或有权人士的授权委
托书、授权人有效身份证明文件复印件、经办人有效身份证明文件及复印件。

根据原股东的自身需要，还可以携带已开设的股份转让账户原件及复印件。
（5）其他
若机构投资者因企业已注销、被吊销营业执照或歇业而无法提供企业法人营业

执照，需提供发证机关出具的关于法人已破产或注销的证明，原持有人的股东与现
持有人签署的转让协议，法院裁决书、清算组或管理人、上级主管单位文件、证明。

若机构投资者原法人已变更名称、合并、分立、兼并、重组的，须提供发证机关
出具的名称变更相关证明， 和变更名称后的法人或相关承接法人承诺承担原法人
债权债务的证明文件。

若实际出资的投资者无法提供股票持有人的身份证明原件、原挂牌交易场所股
票账户卡原件等，需提供以下证明材料之一方可办理：

A、原挂牌交易场所的托管券商出具出资证明，证明其为实际出资人，并承诺承
担由此而引起的任何法律责任。

B、股票持有人与实际出资人之间签订的股票转让协议，股票持有人需声明该
股份属于实际出资人，并承诺承担因转让引起的任何法律责任（该协议书需经公证
处公证）。

C、法院裁决书。
6.办理股份确权手续费用标准：
（1）股份不需过户
个人：10 元 / 每笔；机构：30 元 / 每笔（B 股公司按上述标准收取人民币，或根

据确权开始第一天国家外汇管理局当天公布的外汇中间价折算成美元收取）。
（2）股份需过户
除按上述标准收费外，还须收取：
非交易过户费(双边收取)：所涉股份面值×1‰×股数
印花税（出让方征收，受让方不征收）：转让股数×转让价格×印花税率
7.股份确权过程中遇有特殊情况，可向九州证券咨询。
（三）签订委托协议和开立资金账户
投资者在全国股份转让系统进行股票转让前，应在阅读《股票转让风险揭示书》

并充分了解参与股票转让所面临投资风险的基础上，签署《股票转让风险揭示书》，
并与证券营业部签订股票转让委托协议书，开立资金账户。

（四）服务时间
周一至周五（遇有节假日除外）：9:00—11:30，13:00—15:00。
三、股票开始转让时间
按有关规定，自山东龙力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终止上市后的第 45 个工作日，

山东龙力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开始在全国股份转让系统转让。《股票转让公
告》 将在股票开始转让前 2 个工作日通过全国股份转让系统指定信息披露平台
（www.neeq.com.cn 或 www.neeq.cc）发布。

山东龙力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份开始在全国股份转让系统转让后，信息公
告通过全国股份转让系统指定信息披露平台发布。

四、特别提请股东注意的事项
在山东龙力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开始挂牌转让后，投资者办理股份确权

和托管手续，其股票通常需要经过两个转让日后方能到账，并可开始转让。 敬请相
关股东尽快办理股份确权和托管手续。

五、咨询电话
咨询电话：95305

咨询时间：周一至周五（遇有节假日除外）：9:00—11:30，13:00—15:00。
九州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 7 月 21 日
附件一：九州证券及全国股份转让系统主办券商名单及托管单元号

序号 名称 托管单元号 序号 名称 托管单元号

1 720100/722700 申万宏源 50 725600 爱建证券

2 720200 国泰君安 51 725700 首创证券

3 720300 国信证券 52 725800 华安证券

4 720500 信达证券 53 725900 财信证券

5 720600 东兴证券 54 726000 广州证券

6 720700 长江证券 55 726100 财通证券

7 720800 银河证券 56 726200 恒泰证券

8 720900 渤海证券 57 726300 第一创业

9 721000 海通证券 58 726500 世纪证券

10 721100 广发证券 59 726600 中航证券

11 721200 兴业证券 60 726700 中金公司
（二）

12 721300 招商证券 61 726800 新时代

13 721500 光大证券 62 726900 江海证券

14 721600 湘财证券 63 727000 太平洋

15 721700 华泰证券 64 727100 华融证券

16 721800 中信证券 65 727200 华创证券

17 721900 东海证券 66 727300 华鑫证券

18 722000 国元证券 67 727400 华林证券

19 722100 东方证券 68 727600 财达证券

20 722200 平安证券 69 727700 中山证券

21 722300 中银证券 70 727800 华福证券

22 722400 上海证券 71 727900 天风证券

23 722500 西部证券 72 900041 财富证券

24 722800 南京证券 73 900071 德邦证券

25 722900 中泰证券 74 900231 国开证券

26 723000 国都证券 75 900491 国融证券

27 723100 山西证券 76 900501 长城国瑞

28 723200 中信建投 77 900661 银泰证券

29 723300 长城证券 78 900671 英大证券

30 723400 万联证券 79 900781 中银国际

31 723500 东吴证券 80 900801 东方财富

32 723700 东北证券 81 900811 川财证券

33 723800 国盛证券 82 900821 中信证券
（山东）

34 723900 金元证券 83 900831 粤开证券

35 724000 华西证券 84 900841 五矿证券

36 724100 西南证券 85 900851 九州证券

37 724200 国海证券 86 900861 开源证券

38 724300 国金证券 87 900871 宏信证券

39 724400 中原证券 88 900881 华金证券

40 724500 浙商证券 89 900891 华宝证券

41 724600 国联证券 90 900901 万和证券

42 724700 大通证券 91 900911 中天证券

43 724800 安信证券 92 900921 大同证券

44 724900 民生证券 93 900931 中邮证券

45 725000 方正证券 94 900941 网信证券

46 725200 中金公司
（一） 95 900951 华信证券

47 725300 东莞证券 96 900961 联储证券

48 725400 红塔证券 97 900971 申港证券

49 725500 华龙证券 98 900991 中天国富

以上证券公司所属营业部的地址、咨询电话可登录全国股份转让系统指定信息
披露平台（www.neeq.com.cn 或 www.neeq.cc）查询。

淳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旗下部分基金
季度报告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董事保证基金季度报告不存在虚假记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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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淳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旗下 4 只公募基金的 2020 年第二季度报告全文于 2020
年 07 月 21 日在本公司网站（http://www.purekindfund.com/）和中国证监会电子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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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0-000-9738）咨询。

具体基金包括：
1 淳厚信泽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2 淳厚稳惠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3 淳厚信睿核心精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4 淳厚中短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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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淳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0 年 07 月 21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