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淳厚现代服务业股票型证券投资
基金基金合同生效公告

送出日期：2021年 08月 25日
1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淳厚现代服务业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淳厚现代服务业
基金主代码 011349
基金运作方式 契约型、开放式
基金合同生效日 2021年 8月 24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淳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淳厚现代服务业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淳厚现代服务业股票型
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及其他有关法律法规以及本基金相关法律文件等

下属分级基金的基金简称 淳厚现代服务业 A 淳厚现代服务业 C
下属分级基金的交易代码 011349 011350

2 基金募集情况
基金募集申请获中国证监会核准的文号 证监许可【2021】43号
基金募集期间 自 2021年 8月 9日至 2021年 8月 20日止
验资机构名称 上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募集资金划入基金托管专户的日期 2021年 8月 24日
募集有效认购总户数（单位：户） 5,105
份额级别 淳厚现代服务业 A 淳厚现代服务业 C 合计
募集期间净认购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364,908,194.04 99,462,856.97 464,371,051.01

认购资金在募集期间产生的利息（单位：人民币元） 75,506.88 13,533.57 89,040.45

募集份额（单位： 份）
有效认购份额 364,908,194.04 99,462,856.97 464,371,051.01
利息结转的份额 75,506.88 13,533.57 89,040.45
合计 364,983,700.92 99,476,390.54 464,460,091.46

其中：募集期间基金管理人运用固有资金认
购本基金情况

认购的基金份额（单位：份） 5,000,805.56 0.00 5,000,805.56

占基金总份额比例(%) 1.3701% 0.0000% 1.0767%
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 - -

其中：募集期间基金管理人的从业人员认购
本基金情况

认购的基金份额（单位：份） 4,515,124.22 2,600.57 4,517,724.79

占基金总份额比例(%) 1.2371% 0.0026% 0.9727%

募集期限届满基金是否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办理基金备案手续的条件 是

向中国证监会办理基金备案手续获得书面确认的日期 2021年 8月 24日

注：1、按照有关法律规定，本基金合同生效前的信息披露费、会计师费、律师费由基金管理人承担，不从基金财产中列支。 2、本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基金投资和研究部门负责人持有本基金份额总量的数量区
间为 100万份以上；本基金基金经理持有本基金份额总量的数量区间为 50万-100万份（含）。

3 发起式基金发起资金持有份额情况
3 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基金管理人可以根据实际情况依法决定本基金开始办理申购的具体日期，具体业务办理时间在相关公告中规定。 基金管理人自基金合同生效之日起不超过 3 个月开始办理赎回，具体业务办理时间在相关

公告中规定。 办理申购、赎回业务的具体时间由本基金管理人于申购、赎回开放日前依照《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在指定媒介披露。
基金份额持有人可通过销售机构网点进行交易确认单的查询和打印，也可以通过本基金管理人网站 www.purekindfund.com或客户服务电话 400-000-9738查询交易确认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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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敬请投资人注意投资风险。 投资者投资于上述基金前应认真阅读基金的基金合同、招

募说明书及产品资料概要等文件。
特此公告。
淳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1年 08月 25日

国融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增加
上海利得基金销售有限公司为旗下

基金销售机构并参加费率优惠活动的公告
根据国融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简称：“本公司”）与上海利得基金销售有限公司（简称：“利得基金”）

签署的销售协议，自 2021年 8月 27日起，本公司旗下全部基金将增加利得基金为销售机构并参加费
率优惠活动。 现将具体事宜公告如下：

一、 增加利得基金为销售机构的基金
基金名称 基金简称 基金代码

国融融银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国融融银混合 A/C A类基金代码：“006009”
C类基金代码：“006010”

国融融君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国融融君混合 A/C A类基金代码：“006231”
C类基金代码：“006232”

国融融泰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国融融泰混合 A/C A类基金代码：“006601”
C类基金代码：“006602”

国融融盛龙头严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国融融盛龙头严选混合 A/C A类基金代码：“006718”
C类基金代码：“006719”

国融融信消费严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国融融信消费严选混合 A/C A类基金代码：“007381”
C类基金代码：“007382”

国融融兴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国融融兴混合 A/C A类基金代码：“007875”
C类基金代码：“007876”

二、 业务开展渠道

自 2021 年 8 月 27 日起，投资者可通过利得基金柜台、网站、微信、手机 APP 申购本公司旗下基
金，同时可通过上述方式定期定额申购本公司旗下基金。

三、 费率优惠
1、费率优惠内容
自 2021年 8月 27日起，投资者通过利得基金申购（含定期定额申购）本公司旗下基金，具体折扣

费率以利得基金的业务规则或公告为准。基金原费率请详见《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更新）、《基金
产品资料概要》等法律文件，以及本公司发布的最新业务公告。

2、费率优惠期限
优惠活动起始时间为 2021年 8月 27日，结束时间以利得基金官方网站所示公告为准。
四、 重要提示
1、费率优惠活动解释权归利得基金所有，有关费率优惠的具体规定如有变化，敬请投资者留意利

得基金官方网站的有关公告。
2、投资者欲了解基金产品的详细情况，请仔细阅读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更新）等法律文

件。
五、 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了解或咨询相关情况

机构名称 网址 客服热线

上海利得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www.leadbank.com.cn 400-032-5885

国融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www.gowinamc.com 400-819-00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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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资人应认真阅读拟投资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更新) 、《基金产
品资料概要》等法律文件，了解所投资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并根据自身情况购买与风险承受能力相
匹配的产品。

特此公告。
国融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1年 8月 25日

证券代码：688111 证券简称：金山办公 公告编号：2021-046

北京金山办公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5%以上股东减持股份计划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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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减持股东的持股基本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股东（以上简称“奇文 N 维”），即天津奇文一维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奇文一维”）、天津奇文二维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奇
文二维”）、天津奇文三维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奇文三维”）、天津奇文四维企
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奇文四维”）、天津奇文五维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以下简称“奇文五维”）、天津奇文六维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奇文六
维”）、天津奇文七维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奇文七维”）、天津奇文九维企业管
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奇文九维”）、天津奇文十维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以下简称“奇文十维”），合计持有公司股份 61,997,746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3.45%。

上述股份均为公司 IPO前取得股份，该部分股份于 2020年 11月 18日起解禁上市流通。
● 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奇文 N维拟通过集中竞价、 大宗交易的方式减持其所持有的公司股份合计不超过 3,179,000 股，

拟减持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约为 0.69%， 集中竞价减持任意连续 90日内减持总数不超过公司股
份总数的 1%，大宗交易减持任意连续 90 日内减持总数不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 2%，减持期间为 2021
年 9月 15日至 2022年 3月 14日。

一、 减持主体的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天津奇文一维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5%以下股东 2,441,550 0.53% IPO 前 取 得 ：

2,441,550股
天津奇文二维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5%以下股东 1,302,550 0.28% IPO 前 取 得 ：

1,302,550股
天津奇文三维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5%以下股东 3,126,800 0.68% IPO 前 取 得 ：

3,126,800股
天津奇文四维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5%以下股东 9,393,798 2.04% IPO 前 取 得 ：

9,393,798股
天津奇文五维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5%以上非第一大股
东 32,183,712 6.98% IPO 前 取 得 ：

32,183,712股
天津奇文六维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5%以下股东 1,196,450 0.26% IPO 前 取 得 ：

1,196,450股
天津奇文七维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5%以下股东 7,992,134 1.73% IPO 前 取 得 ：

7,992,134股
天津奇文九维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5%以下股东 2,956,550 0.64% IPO 前 取 得 ：

2,956,550股
天津奇文十维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5%以下股东 1,404,202 0.30% IPO 前 取 得 ：

1,404,202股
二、 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股东名称 计划减持
数量（股）

计划减持比
例 减持方式 竞价交易减持

期间
减持合理价
格区间

拟减持 股
份来源 拟减持原因

天津奇文三维企
业管理咨询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不 超 过 ：
7,000股

不 超 过 ：
0.0015%

竞价交易减持， 不超过：
7,000股
大宗交易减持， 不超过：
7,000股

2021/9/15 ～
2022/3/14 按市场价格 IPO 前 取

得
自身财务需
求及公益事
业

天津奇文四维企
业管理咨询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不 超 过 ：
2,6000股

不 超 过 ：
0.0056%

竞价交易减持， 不超过：
2,6000股
大宗交易减持， 不超过：
2,6000股

2021/9/15 ～
2022/3/14 按市场价格 IPO 前 取

得
自身财务需
求及公益事
业

天津奇文五维企
业管理咨询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不 超 过 ：
2,150,500
股

不 超 过 ：
0.4665%

竞价交易减持， 不超过：
2,150,500股
大宗交易减持， 不超过：
2,150,500股

2021/9/15 ～
2022/3/14 按市场价格 IPO 前 取

得
自身财务需
求及公益事
业

天津奇文七维企
业管理咨询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不 超 过 ：
990，000
股

不 超 过 ：
0.2148%

竞价交易减持， 不超过：
990,000股
大宗交易减持， 不超过：
990,000股

2021/9/15 ～
2022/3/14 按市场价格 IPO 前 取

得
自身财务需
求及公益事
业

天津奇文十维企
业管理咨询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不 超 过 ：
5,500股

不 超 过 ：
0.0012%

竞价交易减持， 不超过：
5,500股
大宗交易减持， 不超过：
5,500股

2021/9/15 ～
2022/3/14 按市场价格 IPO 前 取

得
自身财务需
求及公益事
业

（一）相关股东是否有其他安排 □是 √否
（二）大股东及董监高此前对持股比例、持股数量、持股期限、减持方式、减持数量、减持价格等是

否作出承诺 √是 □否

1、根据《北京金山办公软件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招股说明书》，上述
拟减持对象所作承诺如下：

（1）公司股东奇文一维、奇文二维、奇文三维、奇文四维、奇文六维、奇文七维、奇文九维就所持股
份的限售安排以及相关股东持股及减持意向的承诺：

持有本公司股份的奇文一维、奇文二维、奇文三维、奇文四维、奇文六维、奇文七维、奇文九维承
诺：“1、自发行人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企业已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发行
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也不提议由发行人回购本企业直接或间接持有的该部分股份。
2、所持股票在锁定期满后两年内减持的，减持价格不低于发行价的 100%（若公司股票有派息、送股、
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的，发行价将进行除权、除息调整）。 本企业同意承担并赔偿因
违反上述承诺而给公司及其控制的企业造成的一切损失、损害和开支。 ”

（2）持有本公司股份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就所持股份的流通限制和自愿锁定的承诺：
持有本公司股份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葛珂、章庆元、肖玢、张倩格、庄湧、宋涛、姜志强、毕

晓存的承诺：“1、自发行人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人已直接或间接持有
的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 也不提议由发行人回购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的该部分
股份。 2、公司上市后六个月内如公司股票连续 20 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低于发行价，或者上市后六个
月期末（如该日不是交易日，则为该日后第一个交易日）收盘价低于发行价，本人持有的公司首次公开
发行股票前已发行股份的锁定期自动延长六个月。 3、前述锁定期届满后，本人在公司任职期间每年转
让的直接或通过员工持股平台间接持有的发行人股份不超过本人所持公司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二十
五；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本人直接或通过员工持股平台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 4、本人在任职期间，将
向公司申报本人所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的股份及其变动情况。 本人不会因职务变更、离职等原因而
拒绝履行上述承诺。 本人同意承担并赔偿因违反上述承诺而给公司及其控制的企业造成的一切损失、
损害和开支。 ”

（3）本公司实际控制人雷军承诺：“1、自发行人上市之日起 36 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
本人已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 也不提议由发行人回购本人直
接或间接持有的该部分股份。 2、公司上市后六个月内如公司股票连续 20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低于发
行价，或者上市后六个月期末（如该日不是交易日，则为该日后第一个交易日）收盘价低于发行价，本
人持有的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的锁定期自动延长六个月。 3、前述锁定期均届满后，
本人在公司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本人所持公司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五；离职后半年内，
不转让所持有的公司股份。 4、本人在锁定期满后两年内减持的，减持价格不低于发行价的 100%（若公
司股票有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的，发行价将进行除权、除息调整）。 若未
履行该承诺，减持公司股份所得收益归公司所有。 5、本人在被认定为发行人实际控制人及任职期间，
将向公司申报本人所持有的公司的股份及其变动情况。 本人不会因职务变更、离职等原因而拒绝履行
上述承诺。 本人同意承担并赔偿因违反上述承诺而给公司及其控制的企业造成的一切损失、损害和开
支。 ”

本次拟减持事项与此前已披露的承诺是否一致 √是 □否
（三）是否属于上市时未盈利的公司，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拟减持

首发前股份的情况 □是 √否
（四）本所要求的其他事项
无
三、 控股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减持首发前股份
是否是控股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拟减持首发前股份的情况 □是 √否
四、 相关风险提示
（一）减持计划实施的不确定性风险，如计划实施的前提条件、限制性条件以及相关条件成就或消

除的具体情形等
上述股东将根据市场情况、公司股价等综合因素决定是否实施本次减持计划，本次减持计划的减

持时间、减持数量、减持价格等均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本
次减持计划不会对公司治理、持续性经营等产生影响。

（二）减持计划实施是否可能导致上市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的风险 □是 √否
（三）其他风险提示
本次减持计划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2019 年修订）、证监会《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

股份的若干规定》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
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在股
东按照上述计划减持本公司股份期间，公司将严格遵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规定，及时履行信息
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北京金山办公软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 8月 25日

易方达标普全球高端消费品指数增强型证券投资基金
2021 年 8 月 30 日暂停申购、赎回及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21年 8月 25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易方达标普全球高端消费品指数增强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易方达标普消费品指数增强（QDII）

基金主代码 118002

基金管理人名称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易方达标普全球高端消费品指数增强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易方达标普全球高端消费品指数增强型证券投资基金更新的招募
说明书》

暂停相关业务的起始日及原因说明

暂停申购起始日 2021年 8月 30日

暂停赎回起始日 2021年 8月 30日

暂停定期定额投资起始日 2021年 8月 30日

暂停申购、赎回、定期定额投资的原因说明 2021年 8月 30日为伦敦证券交易所非交易日。

恢复相关业务的日期及原因说明

恢复申购日 2021年 8月 31日

恢复赎回日 2021年 8月 31日

恢复定期定额投资日 2021年 8月 31日

恢复申购、赎回、定期定额投资的原因说明 2021年 8月 31日为伦敦证券交易所交易日。

下属分级基金的基金简称 易方达标普消费品指数增强（QDII）A 易方达标普消费品指数增强（QDII）C

下属分级基金的交易代码 118002 005676

该分级基金是否暂停申购、赎回、定期定额投资 是 是

2.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1) 本次暂停相关业务针对本基金所有基金份额类别（A类人民币份额基金代码为 118002，C类人民币份额基金代码为 005676，A类美元份额基金代码为 000593）。
(2) 若境外主要市场节假日安排发生变化，本基金管理人将进行相应调整并公告。
(3) 投资者可通过本基金各销售机构及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
1)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站：www.efunds.com.cn；
2)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客户服务热线：400 881 8088；
特此公告。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1年 8月 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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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金博碳素股份有限公司
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湖南金博碳素
股份有限公司开展新业务事项的问询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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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湖南金博碳素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1年 8 月 24 日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发来的

上证科创公函【2021】0077号《关于对湖南金博碳素股份有限公司开展新业务事项的问询函》（以下简
称“《问询函》”），现将具体内容公告如下：

湖南金博碳素股份有限公司：
你公司披露公告称，拟以自有资金 15,000万元人民币投资设立湖南金博氢能科技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金博氢能）开展氢能源相关技术服务。公司主要从事晶硅制造热场用先进碳基复合材料及产品制
造，产品主要应用于光伏行业。金博氢能拟开展的氢能源相关业务系与公司主营业务行业不同的新业
务。 经事后审核，根据本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第 14.1.1条的有关规定，请公司补充披露如下事项。

一、公告披露，金博氢能拟开展氢能源相关技术的研发，包括氢能源回收利用、提纯、存储等，并进

行碳纤维储氢瓶和氢燃料电池相关材料的技术研发。 请你公司：（1）区分氢能源回收利用、提纯、存储，
碳纤维储氢瓶和氢燃料电池相关材料三类业务，说明各业务板块的投资金额、技术与人才储备安排、
客户拓展与在手订单情况；（2）结合氢燃料电池行业政策变化情况、商业化程度、市场竞争格局，说明
公司开展氢能相关业务的审慎性与合理性，并充分提示相关风险。

二、公告披露，公司拟利用现有先进碳基复合材料核心技术，进一步探索和开发其它领域产品。具
体而言，公司具有碳纤维编织技术、化学气相沉积、和关键装备的能力，可为碳纸等相关产品的研发提
供技术支持。请公司：（1）说明在碳纤维编织技术、化学气相沉积、碳化、石墨化等全套碳基复合材料制
备技术和关键装备等方面优势、 与碳纸等相关产品制备工艺的关联性以及为相关产品提供技术支持
的可行性；（2）结合当前碳纸技术发展与应用情况说明相关产品研发与商业化前景并充分提示风险。

三、请公司说明本次投资项目需取得涉及土地、环保等有关部门的审批情况及目前进展并就相关
不确定性提示风险。

请你公司于 2021年 8月 25日之前披露对本问询函， 并于 2021 年 8 月 27 日之前披露对本问询
函的回复。 ”

公司将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公司监管部的要求，积极就《问询函》所涉及的事项予以回复
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公司公告，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湖南金博碳素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1年 8月 25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