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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旗下部分开放式基金增加陆基金

为销售机构的公告
根据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与上海陆金所基金销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陆基金”）签署的基金销售服务协议，自 2020年 11月 3日起，本公司增加陆基金为旗下部分开放式基
金销售机构并开通相关业务。

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适用基金及业务范围
投资者可通过陆基金办理列表中对应基金的相关业务，具体的业务流程、办理时间和办理方式以

陆基金的规定为准。

序号 基金
代码 基金名称 申购赎回业

务
定期定额投
资

转换
业务

1 001441 易方达瑞信灵活配置混合型基金 I 开通 开通 暂不开通

2 001442 易方达瑞信灵活配置混合型基金 E 开通 开通 暂不开通

3 001562 易方达瑞和灵活配置混合型基金 开通 开通 暂不开通

二、关于本公司在陆基金推出旗下部分开放式基金的定期定额投资业务
定期定额投资业务是指投资者可通过基金管理人指定的销售机构提交申请，约定每期扣款时间、

扣款金额，由指定的销售机构于每期约定扣款日在投资者指定资金账户内自动完成扣款，并提交基金
申购申请的一种长期投资方式，该业务相关规定如下：

1.除另有公告外，定期定额投资费率与日常申购费率相同。
2.定期定额投资每期扣款金额：投资者通过陆基金办理定期定额投资业务，起点金额为 100元。陆

基金将按照与投资者申请时所约定的每期约定扣款日、扣款金额扣款，并在与基金日常申购业务相同
的受理时间内提交申请。 若遇非基金开放日时，扣款是否顺延以陆基金的具体规定为准。 具体扣款方
式以陆基金的相关业务规则为准。

3.基金的注册登记人按照基金申购申请日（T日）的基金份额净值为基准计算申购份额，申购份额
确认成功后直接计入投资者的基金账户，投资者可通过本公司或销售机构查询申请的确认情况，上述
基金申购具体确认时间及可查询时间以相关基金法律文件及公告通知为准。

4.当发生限制申购或暂停申购的情形时，除另有公告外，定期定额投资与日常申购按相同的原则
确认。

5.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的其它具体办理程序请遵循陆基金的有关规定。
三、重要提示
1. 本公司所管理的尚未开通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的开放式基金及今后发行的开放式基金是否开通

定期定额投资业务将根据具体情况确定并另行公告。 若今后陆基金依据法律法规及基金相关法律文
件对定期定额投资起点金额进行调整， 在不低于本公司对各基金设定的定期定额投资起点金额的前
提下，以陆基金最新规定为准。

2.陆基金暂不开通上述基金的转换业务，陆基金今后如开通上述基金的转换业务，本公司可不再
特别公告，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陆基金开通相关业务的公告或垂询陆基金。

3.上述基金最新交易状态请关注本公司相关公告。
4.本公告的解释权归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所有。
四、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
1.上海陆金所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陆家嘴环路 1333号 14楼 09单元
办公地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陆家嘴环路 1333号 14楼 09单元
法定代表人：王之光
联系人：宁博宇
联系电话：021-20665952
客户服务电话：4008219031
传真：021-22066653
网址：www.lufunds.com
2.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400-881-8088
网址：www.efunds.com.cn
风险提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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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销售机构根据法规要求对投资者类别、风险承受能力和基金的风险等级
进行划分，并提出适当性匹配意见。 投资者在投资基金前应认真阅读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更新）和
基金产品资料概要（更新）等基金法律文件，全面认识基金产品的风险收益特征，在了解产品情况及销
售机构适当性意见的基础上，根据自身的风险承受能力、投资期限和投资目标，对基金投资作出独立

决策，选择合适的基金产品。 基金管理人提醒投资者基金投资的“买者自负”原则，在投资者作出投资
决策后，基金运营状况与基金净值变化引致的投资风险，由投资者自行负责。

特此公告。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0 年 11 月 3 日

易方达高质量严选三年持有期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增加销售机构的公告

根据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与 12 家销售机构签署的基金销售服务协议，
本公司自 2020年 11月 10日起增加上述销售机构为易方达高质量严选三年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
金（以下简称“本基金”，基金代码：010340）的销售机构。

特别提示：2020年 11月 10日至 2020年 11月 20日为本基金的认购期。
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
1.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光华路 10号院 1号楼 6-30层、32-42层
办公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光华路 10号院 1号楼 6-30层、32-42层
法定代表人：李庆萍
联系人：王晓琳
客户服务电话：95558
传真：010-85230049
网址：bank.ecitic.com
2.锦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辽宁省锦州市科技路 68号
办公地址：辽宁省锦州市科技路 68号
法定代表人：魏学坤
联系人：庞璐璐
客户服务电话：400-66-96178
网址：www.jinzhoubank.com
3.乌鲁木齐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新疆乌鲁木齐市水磨沟区会展大道 599号新疆财富中心 A座 4层至 31层
办公地址：新疆乌鲁木齐市水磨沟区会展大道 599号新疆财富中心 A座 4层至 31层
法定代表人：任思宇
联系人：王小培、王云
联系电话：0991-4500319
客户服务电话：0991-96518
传真：0991-8824667
网址：www.uccb.com.cn
4.中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河南省郑州市郑东新区 CBD商务外环路 23号中科金座大厦
办公地址：河南省郑州市郑东新区 CBD商务外环路 23号中科金座大厦
法定代表人：窦荣兴
联系人：张辉
联系电话：0371-61910217
客户服务电话：95186
网址：www.zybank.com.cn
5.财信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长沙市芙蓉中路二段 80号顺天国际财富中心 26层
办公地址：长沙市芙蓉中路二段 80号顺天国际财富中心 26-28层
法定代表人：刘宛晨
联系人：郭静
联系电话：0731-84403347
客户服务电话：95317
传真：0731-84403439
网址：www.cfzq.com
6.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湖北省武汉市新华路特 8号
办公地址：湖北省武汉市新华路特 8号
法定代表人：李新华
联系人：奚博宇
联系电话：027-65799999
客户服务电话：95579或 4008-888-999
传真：027-85481900
网址：www.95579.com

7.大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辽宁省大连市沙河口区会展路 129 号大连国际金融中心 A 座 - 大连期货大厦 38、39

层
办公地址： 辽宁省大连市沙河口区会展路 129 号大连国际金融中心 A 座 - 大连期货大厦 38、39

层
法定代表人：赵玺
联系人：谢立军
联系电话：0411-39991807
客户服务电话：4008-169-169
传真：0411-39673214
网址：www.daton.com.cn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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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定代表人：李琦
联系人：王怀春
联系电话：0991-2307105
客户服务电话：4008-000-562
传真：010-88085195
网址：www.hysec.com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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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世纪商贸广场 45层
法定代表人：杨玉成
联系人：胡馨文
联系电话：021-33388252
客户服务电话：95523、4008895523
传真：021-33388224
网址：www.swhysc.com
10.西部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陕西省西安市新城区东新街 319号 8幢 10000室
办公地址：陕西省西安市新城区东新街 319号 8幢 10000室
法定代表人：徐朝晖
联系人：张吉安
联系电话：029-87211668
客户服务电话：95582
传真：029-87211478
网址：www.westsecu.com
11.万家财富基金销售（天津）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天津自贸区（中心商务区）迎宾大道 1988号滨海浙商大厦公寓 2-2413室
办公地址：北京市西城区丰盛胡同 28号太平洋保险大厦 A座 5层
法定代表人：张军
联系人：王芳芳
联系电话：010-59013828
客户服务电话：010-59013895
网址：http://www.wanjiawealth.com/
12.一路财富（北京）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海淀区宝盛南路 1号院 20号楼 9层 101-14
办公地址：北京市海淀区宝盛南路奥北科技园 20号楼国泰大厦 9层
法定代表人：吴雪秀
联系人：董宣
联系电话：010-88312877
客户服务电话：400-001-1566
传真：010-88312099
网址：www.yilucaifu.com
13.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400-881-8088
网址：www.efunds.com.cn
风险提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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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销售机构根据法规要求对投资者类别、风险承受能力和基金的风险等级
进行划分，并提出适当性匹配意见。 投资者在投资基金前应认真阅读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更新）和
基金产品资料概要（更新）等基金法律文件，全面认识基金产品的风险收益特征，在了解产品情况及销
售机构适当性意见的基础上，根据自身的风险承受能力、投资期限和投资目标，对基金投资作出独立
决策，选择合适的基金产品。 基金管理人提醒投资者基金投资的“买者自负”原则，在投资者作出投资
决策后，基金运营状况与基金净值变化引致的投资风险，由投资者自行负责。

特此公告。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0 年 11 月 3 日

关于易方达证券公司
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整改的提示性公告
易方达证券公司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本基金”，易方达证券公司分级份额，简称“证

券公司份额”，场内简称：证券分级，基金代码：502010；易方达证券公司分级 A 类份额场内简称：证券
A，基金代码：502011，易方达证券公司分级 B 类份额场内简称：证券 B，基金代码：502012）以通讯方式
召开了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根据本基金管理人于 2020年 10月 30日发布的《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
司关于易方达证券公司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会议情况的公告》，本次基金份额
持有人大会未达到法定的会议召开条件。

基金管理人将根据中国人民银行、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国
家外汇管理局联合发布的《关于规范金融机构资产管理业务的指导意见》的要求于 2020 年底完成本
基金的整改，取消分级运作机制，将易方达证券公司分级 A 类份额、B 类份额按照基金份额参考净值
转换为证券公司份额。 届时，基金管理人将相应变更基金名称、修改基金合同并就取消分级运作的安
排进行公告。 敬请投资者合理安排投资计划。

重要提示：
1、本基金整改前，证券分级、证券 A 与证券 B 仍可在二级市场正常交易，期间，证券分级、证券 A

与证券 B可能存在折溢价交易情形，其折溢价率可能发生较大变化。
2、本基金整改将证券 A、证券 B按照基金份额参考净值折算为证券公司份额。 如果投资者在整改

前以溢价买入或持有证券分级、证券 A、证券 B，转型后可能遭受因溢价消失带来的较大损失。 请投资
者注意相关投资风险。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0 年 11 月 3 日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旗下基金申购蚂蚁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 A 股的公告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所管理的旗下部分证券投资基金参加了蚂蚁科技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A股的申购。 此次发行的联席主承销商中银国际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为本公司旗下部分证券投资基金托管人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的关联方。

根据中国证监会《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等有关规定，本公司将旗下该部
分基金申购结果披露如下表：

基金名称 获配数量
（股）

申购价格
（元）

易方达磐恒九个月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00,256 68.80
易方达中证红利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发起式联接基金 60,488 68.80
易方达均衡成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100,256 68.80
易方达中证科技 5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47,120 68.80
易方达全球医药行业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65,835 68.80
易方达中证红利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60,822 68.80
易方达恒盛 3个月定期开放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39,768 68.80
易方达科技创新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34,087 68.80
易方达蓝筹精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00,256 68.80
易方达医疗保健行业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00,256 68.80
易方达中小盘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00,256 68.80
易方达积极成长证券投资基金 100,256 68.80
易方达策略成长证券投资基金 63,496 68.80
易方达平稳增长证券投资基金 100,256 68.80
易方达策略成长二号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54,472 68.80
易方达稳健收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1,000 68.80
易方达岁丰添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500 68.80
易方达鑫转增利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500 68.80

特此公告。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0 年 11 月 3 日

证券代码：603613�������证券简称：国联股份 公告编号：2020-068

北京国联视讯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与快手电商签订产业带合

作协议的补充及风险提示公告
本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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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国联视讯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国联股份”）全资子公司北京小资鸟电

子商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小资鸟”）与成都快购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快手电商”）签订《产业带
合作协议》并于 2020年 11月 3日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官方网站发布了《北京国联视讯信息技术股份
有限公司关于全资子公司与快手电商签订产业带合作协议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67）。

重大风险提示：
1、签订本次协议的主要内容是：小资鸟为在快手小店入驻的有关产业带电商店铺提供相关服务，

但涉及的产业带范围有限，业务开展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
2、 小资鸟注册资本为 1000万元整，2019年度营业收入：847.62万元 ； 净利润：37.09 万元。 截至

2020年 9月 30日营业收入：662.01万元 ；净利润：58.32万元。小资鸟经营规模较小，业务能力有限，预
计短期内快手电商产业带合作业务对公司业绩影响较小。

3、本协议不涉及具体的交易金额，公司签订合作协议尚未开展具体合作事宜，预期对公司当期业
绩不存在重大影响。 本次签订的协议属于双方合作意愿，未来推进存在不确定性。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
意投资风险。

4、截至 2020 年 10 月 30 日，持股 5%以上股东中小企业发展基金（江苏有限合伙）和上市前持股
5%以上股东东证周德（上海） 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已披露股份减持计划。（公告编号：2020-056、
2020-050）。 截至目前，相关减持计划未实施完毕。

一、协议签署概况
1、交易双方的名称：

（一）名称：成都快购科技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10100MA69QHW833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贾弘毅
注册资本：5000万人民币
经营范围：计算机技术开发、技术推广、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服务；设计、制作、代理、发布广

告（不含气球广告）；计算机系统服务；数据处理；基础软件技术服务；应用软件技术服务；市场营销策
划；市场调研；销售：计算机、软件及辅助设备、玩具、电子产品、化妆品、日用品、医疗器械、农副产品、
服装；广播电视节目制作；食品销售；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药品零售；出版物零售；集群企业住所托管服
务；互联网文化活动；网上贸易代理；货物进出口。（涉及许可的未取得相关行政许可（审批），不得开展
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二）名称：北京小资鸟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83182089605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钱晓钧
注册资本：1000万人民币
主营业务：小资鸟主要为传统品牌产品提供电商经销和电商代运营服务，是天猫、京东的合作运

营商。
小资鸟最近一年及一期主要财务数据：
2019年度营业收入：847.62万元 ；净利润：37.09万元。
截至 2020年 9月 30日营业收入：662.01万元；净利润：58.32万元。
2、签订协议已履行的审议决策程序、审批或备案程序
本次签订的协议属于双方合作意愿，未来推进存在不确定性。 不涉及具体的交易金额，对公司当

期业绩不存在重大影响。 该事项已经总经理办公会会议审议通过，无需提交董事会或股东大会审议。
3、快手电商与小资鸟不存在关联关系。
二、合作协议主要内容
甲方：成都快购科技有限公司

乙方：北京小资鸟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甲方系“快手小店”运营方，拥有为电商经营者及电商平台提供商品 / 服务信息发布服务、推广服

务的丰富经验。
乙方具备丰富的电商运营经验及电商业务经验， 能够根据甲方要求推荐乙方基地商家入驻甲方

快手小店（具体相关要求以甲方快手小店开通签署的协议为准）并开展电商业务。
为实现资源共享，互利共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及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现各方平

等友好协商，就建立产业带项目(以下简称“本项目”)达成如下协议：
1、甲、乙双方合作，通过快手 APP、快手小店推广、销售乙方基地商品，共建产业带。 甲方提供网络

交易平台及优质资源（具体资源以甲方发布的书面规则、通知及甲乙双方的书面约定准，书面形式包
含纸质文件及各种数据电文形式）；乙方提供本合作所需场地，指导、协助乙方基地商家运营、直播、发
布短视频，并对场地、乙方基 地商家进行日常管理、规范。

2、乙方及乙方基地商家应根据快手小店规则及要求向甲方提交证明文件，包括但不限于商家主
体信息证明及其他证明。 乙方应保证乙方及乙方基地商家向甲方提供的上述证明文件真实、合法、准
确、有效。 甲方依据快手小店的规则审核、管理乙方及乙方基地商家。

3、本协议有效期内,乙方及乙方基地商家自行负责场地、乙方基地商品相关的客服支持 包括电话
咨询、交易纠纷处理、知识产权侵权纠纷处理等。

小资鸟与快手电商的合作方式：为入驻快手的商户提供相关服务，主要收入为快手平台给服务商
的服务费；主要产业为服饰产业，具体的产业带为辽宁辽阳佟二堡皮草产业集散地以及辽宁鞍山西柳
地区服装产业集散地服装产业的服务商。

三、协议有效期
本协议有效期一年。
四、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公司签订合作协议尚未开展具体合作事宜，本次协议的签署符合公司的战略发展需要，双方将按

照法律、法规的要求开展业务合作。 本合作协议的签署对公司具有积极作用，有利于公司的长远发展。
五、重大风险提示
1、签订本次协议的主要内容是：小资鸟为在快手小店入驻的有关产业带电商店铺提供相关服务，

但涉及的产业带范围有限，业务开展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

2、 小资鸟注册资本为 1000万元整，2019年度营业收入：847.62万元 ； 净利润：37.09 万元。 截至
2020年 9月 30日营业收入：662.01万元 ；净利润：58.32万元。小资鸟经营规模较小，业务能力有限，预
计短期内快手电商产业带合作业务对公司业绩影响较小。

3、本协议不涉及具体的交易金额，公司签订合作协议尚未开展具体合作事宜，预期对公司当期业
绩不存在重大影响。 本次签订的协议属于双方合作意愿，未来推进存在不确定性。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
意投资风险。

4、大股东及董监高减持股票情况
截至 2020 年 10 月 30 日，持股 5%以上股东中小企业发展基金（江苏有限合伙）和上市前持股 5%

以上股东东证周德（上海） 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已披露股份减持计划，（公告编号：2020-056、
2020-050）。 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的股票锁定期限至 2022年 8月 1日。 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股

减持主体 计划减持上限 减持时间区间 已减持数量 尚未减持数量

中小企业发展基金（江苏有限合
伙） 10,367,500 2020/8/20～2021/3/6 4,369,480 5,998,020

东证周德（上海）投资中心（有限合
伙） 8,410,000 2020/8/6～2021/2/19 1,450,000 6,960,000

合计 18,777,500 5,819,480 12,958,020

截至目前，相关减持计划未实施完毕。
特此公告。

北京国联视讯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 年 11 月 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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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大智慧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控股股东调查终结的公告

本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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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大智慧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19年 4月 27日披露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张长虹先生接受有关部门调查（详见公告编号：2019-039）。 近日董事会接到《律师函》：已收到检察机关对张长虹
先生出具的《不起诉决定书》，该调查已终结。

张长虹先生已于 2016年 7月 23日起未担任公司董事、董事长、总经理职务。 目前公司生产经营情况正常。
特此公告。

上海大智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三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