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民生加银聚优精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开放日常申购、赎回、转换及定期定额

投资业务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21 年 11 月 12 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民生加银聚优精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民生加银聚优精选混合

基金主代码 013296
基金运作方式 契约型开放式

基金合同生效日 2021 年 10 月 14 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民生加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基金注册登记机构名称 民生加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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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以下简称 《信息披露办
法 》）等法律法规以及 《民生加银聚优精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 》、
《民生加银聚优精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

申购起始日 2021 年 11 月 16 日

赎回起始日 2021 年 11 月 16 日

转换转入起始日 2021 年 11 月 16 日

转换转出起始日 2021 年 11 月 16 日

定期定额投资起始日 2021 年 11 月 16 日

2.申购、赎回、转换、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的办理时间
民生加银聚优精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本基金”）定于 2021 年 11 月 16 日起的

每个开放日（本公司公告暂停相关业务的除外）开放日常申购、赎回、转换和定期定额投资业
务。

投资人在开放日办理基金份额的申购和赎回， 若本基金参与港股通交易且该工作日为非
港股通交易日时，则基金管理人可根据实际情况决定本基金是否开放申购、赎回及转换业务，
具体以届时的公告为准，具体办理时间为上海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正常交易日的交
易时间，但基金管理人根据法律法规、中国证监会的要求或基金合同的规定公告暂停申购、赎
回时除外。

基金合同生效后，若出现新的证券 / 期货交易市场、证券 / 期货交易所交易时间变更或其
他特殊情况，基金管理人将视情况对前述开放日及开放时间进行相应的调整，但应在实施日前
依照《信息披露办法》的有关规定在规定媒介上公告。

3.申购业务
3.1 申购金额限制
投资者申购本基金份额时，通过销售机构每笔申购金额不得低于 10 元(含申购费 )，民生加

银基金直销机构每笔申购金额不得低于 10 元 (含申购费 )，超过最低申购金额的部分不设金额
级差；定期定额投资计划、比例配售和红利再投资不受此最低申购金额规定限制；销售机构若
有不同规定，以销售机构规定为准，但不得低于 10 元的最低限额规定。

3.2 申购费用
申购费用由投资人承担，不列入基金财产，主要用于本基金基金份额的市场推广、销售、登

记等各项费用。
本基金对通过直销中心申购基金份额的养老金客户与除此之外的其他投资者实施差别的

申购费率。养老金账户，包括养老基金与依法成立的养老计划筹集的资金及其投资运营收益形
成的补充养老基金，包括全国社会保障基金、可以投资基金的地方社会保障基金、企业年金单
一计划以及集合计划。如将来出现经养老基金监管部门认可的新的养老基金类型，本公司将依
据规定将其纳入养老金账户范围。 非养老金客户指除养老金客户外的其他投资者。

投资本基金基金份额的养老金账户，在基金管理人的直销中心办理账户认证手续后，即可
享受申购费率 1 折优惠。 基金招募说明书规定申购费率为固定金额的，则按基金招募说明书中
费率规定执行，不再享有费率优惠。

通过基金管理人的直销中心申购本基金的养老金客户申购费率如下：
单笔申购金额 M 申购费率

M＜100 万元 0.15%
100 万元≤M＜200 万元 0.10%
200 万元≤M＜500 万元 0.08%
M≥500 万元 每笔 1000 元

其他投资者申购本基金的申购费率如下：
单笔申购金额 M 申购费率

M＜100 万元 1.50%
100 万元≤M＜200 万元 1.00%
200 万元≤M＜500 万元 0.80%
M≥500 万元 每笔 1000 元

投资人同日或异日多次申购本基金，须按每次申购所对应的费率档次分别计费。 当需要采
取比例配售方式对有效申购金额进行部分确认时， 投资人申购费率按照申购申请确认金额所
对应的费率计算，申购申请确认金额不受申购最低限额的限制。

本基金参加各销售机构发起的基金申购费率优惠活动， 具体费率优惠方案以销售机构的
安排为准，请关注销售机构公告或询问销售机构。

4.赎回业务
4.1 赎回份额限制
投资者赎回本基金份额时，可申请将其持有的部分或全部基金份额赎回。 本基金的投资者

每个交易账户每笔最低赎回份额为 10 份，销售机构若有不同规定，以销售机构规定为准，但不
得低于 10 份的最低限额规定。

本基金的投资者每个交易账户的最低基金份额余额为 10 份，本基金不对单个投资者累计
持有的基金份额上限进行限制， 但单一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数不得达到或超过基金份额总数
的 50%(在基金运作过程中因基金份额赎回等情形导致被动达到或超过 50%的除外 )；销售机构
若有不同规定，以销售机构规定为准，但不得低于 10 份的最低限额规定。

基金管理人可在法律法规允许的情况下，调整上述规定申购金额和赎回份额的数量限制。
基金管理人必须在调整前依照《信息披露办法》的有关规定在规定媒介上公告。

4.2 赎回费率
本基金的赎回费用由基金份额的赎回人承担。 投资者赎回本基金基金份额所对应的赎回

费率随持有时间递减，具体见下表：
持有基金时间 T 赎回费率

T＜7 天 1.50%
7 天≤T＜30 天 0.75%
30 天≤T＜180 天 0.50%
T≥180 天 0.00%

对持续持有期少于 30 日的投资人收取的赎回费，将全额计入基金财产；对持续持有期大
于 30 日（含）但少于 90 日的投资人收取的赎回费，将赎回费总额的 75%计入基金财产；对持续
持有期长于 90 日（含）但少于 180 日的投资人收取的赎回费，将赎回费总额的 50%计入基金财
产。未计入基金财产的部分用于支付登记费和其他必要的手续费。投资人通过日常申购所得基
金份额，持有期限自登记机构确认登记之日起计算。

4.3 其他与赎回相关的事项
1.� 基金管理人可以在基金合同约定的范围内调整费率或收费方式，并最迟应于新的费率

或收费方式实施日前依照《信息披露办法》的有关规定在规定媒介上公告。
2.� 基金管理人可以在不违反法律法规规定及基金合同约定且对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无

实质性不利影响的情形下根据市场情况开展基金促销活动。在基金促销活动期间，按相关监管
部门要求履行必要手续后，基金管理人可以适当调低基金申购费率、赎回费率。

5.日常转换业务
开通本基金与本公司旗下其他已开通转换业务的基金之间的转换业务， 具体办理事宜以

销售机构的安排为准，请关注销售机构公告或询问销售机构。本公司今后发行的其他开放式基
金将视具体情况决定是否开展基金转换业务，本基金管理人将另行公告。

基金转换是指投资人可将其通过销售机构购买并持有的本公司旗下某只开放式基金的全
部或部分基金份额，转换为本公司管理的另一只开放式基金的份额。转换业务规则请参照本公
司官网中发布的《民生加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旗下基金转换业务规则》。

6.定期定额投资业务
“定期定额投资业务”是基金申购业务的一种方式。 投资者可以通过销售机构提交申请，约

定每期扣款时间、扣款金额及扣款方式，由销售机构于约定扣款日在投资者指定资金账户内自

动完成扣款及基金申购业务。
6.1� 办理本基金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的直销机构
民生加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直销机构（网上交易）
地址：深圳市福田区福中三路 2005 号民生金融大厦 13 楼 13A
网址：www.msjyfund.com.cn
客户服务电话：400-8888-388
6.2 办理本基金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的非直销机构
非直销销售机构的名单及联系方式请见“7、基金销售机构”中“7.2、非直销销售机构”的相

关内容
6.3� 具体办理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的程序遵循各销售机构的规定。 本基金管理人还将选择

其他销售机构开办定期定额投资业务并将按有关规定予以公告。
6.4� 办理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的扣款日期、扣款金额、扣款方式
投资者应遵循销售机构的规定并与销售机构约定每期固定扣款日期， 若遇非基金申购开

放日则实际扣款日顺延至基金下一申购开放日。
投资者可与销售机构约定每期固定扣款金额， 但本基金每期扣款金额最低不少于人民币

100 元(含 100 元)。如销售机构规定的定期定额投资申购金额下限高于 100 元，则按照销售机构
规定的申购金额下限执行。 定期定额投资业务不受本公司旗下开放式基金日常申购的最低数
额限制。

投资者须指定一个有效资金账户作为每期固定扣款账户， 销售机构将按照投资者申请时
所约定的每期固定扣款日、扣款金额扣款，具体规则遵循各销售机构的相关规定。

6.5 如因投资者原因造成连续扣款不成功或协议到期未续签，则销售机构有权视为该投资
者自动终止“定期定额投资业务”，具体事宜的处理应遵循各销售机构的相关规定。

6.6� 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的变更和终止
投资者变更每期扣款金额、扣款日期、扣款账户等，须到原销售机构申请办理业务变更，具

体办理程序遵循该销售机构的规定。
投资者终止“定期定额投资业务”，须原销售机构申请办理业务终止，具体办理程序遵循该

销售机构的有关规定。
6.7� 定期定额投资业务咨询
民生加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400-8888-388
网址：www.msjyfund.com.cn
7.基金销售机构
7.1 直销机构
本基金直销机构为民生加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办公地址： 深圳市福田区福中三路 2005

号民生金融大厦 13 楼 13A。
电话：0755-23999809，
传真：0755-23999810，
联系人：林泳江。
投资者如需办理直销网上交易，可登录本公司网站 www.msjyfund.com.cn 参阅《民生加银

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开放式基金业务规则》办理相关开户、申购、赎回和转换等业务。
7.2 非直销销售机构

序号 名称 客服电话 网址

1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95533 www.ccb.com
2 青岛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400-66-96588 www.qdccb.com
3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95559 www.bankcomm.com
4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95568 www.cmbc.com.cn
5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95558 www.citicbank.com
6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95548 www.citics.com
7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400-8888-666/95521 www.gtja.com
8 中信证券华南股份有限公司 95396 www.gzs.com.cn
9 第一创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95358 www.firstcapital.com.cn
10 恒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0471-2843431 www.cnht.com.cn
11 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95360 www.nesc.cn
12 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95310 www.gjzq.com.cn
13 中信期货有限公司 4009908826 www.citicsf.com
14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95536 www.guosen.com.cn
15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95597 www.htsc.com.cn
16 中信证券（山东 ）有限责任公司 95548 www.citicssd.com
17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95553 www.htsec.com
18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95551 www.chinastock.com.cn
19 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4008-888-999、95579 www.95579.com
20 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400-8888-788、10108998 www.ebscn.com
21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95587 www.csc108.com
22 弘业期货股份有限公司 400-828-1288 www.ftol.com.cn
23 阳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95510 http://fund.sinosig.com
24 东方财富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95357 www.18.cn
25 南京苏宁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95177 www.snjijin.com
26 北京蛋卷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0618-518 https://danjuanapp.com
27 北京植信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6802-123 www.zhixin-inv.com
28 北京唐鼎耀华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400-819-9868 www.tdyhfund.com
29 上海基煜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820-5369 www.jiyufund.com.cn
30 北京汇成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619-9059 www.hcjijin.com
31 北京肯特瑞财富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95118、4000988511 kenterui.jd.com
32 深圳市新兰德证券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400-166-1188 http://8.jrj.com.cn
33 珠海盈米财富管理有限公司 020-89629066 www.yingmi.cn
34 上海好买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700-9665 www.ehowbuy.com

35 深圳众禄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6788-887 www.zlfund.cn 及 www.jjmmw.
com

36 蚂蚁（杭州）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0-766-123 www.fund123.cn
37 上海天天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1818-188 www.1234567.com.cn
38 和讯信息科技销售有限公司 400-920-0022 http://licaike.hexun.com
39 浙江同花顺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8-773-772 www.10jqka.com.cn
40 北京度小满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95055-4 www.baiyingfund.com
41 北京恒天明泽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8980-618 https://www.chtfund.com/
42 北京虹点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618-0707 www.jimufund.com
43 诺亚正行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821-5399 www.noah-fund.com

8.基金份额净值公告的披露安排
自 2021 年 11 月 16 日起，本基金管理人将在不晚于每个开放日的次日，通过规定网站、基

金销售机构网站或者营业网点披露开放日的基金份额净值和基金份额累计净值。
基金管理人应当在不晚于半年度和年度最后一日的次日， 在规定网站披露半年度和年度

最后一日的基金份额净值和基金份额累计净值。 敬请投资者留意。
9.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1．本公告仅对民生加银聚优精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开放日常申购、赎回、转换及定投

业务的有关事项予以说明。投资者欲了解本基金的详细情况，可到本基金各销售机构网点或通
过本公司客户服务中心查询。

1）民生加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网站：www.msjyfund.com.cn
2）民生加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热线：400-8888-388（免长途通话费用）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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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金的过往业绩及其净值高低并不预示其未来业绩表
现，基金管理人管理的其他基金的业绩也不构成对本基金业绩表现的保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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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
资者投资于各基金前应认真阅读各基金的基金合同和招募说明书等资料， 了解所投资基金的
风险收益特征，并根据自身情况购买与本人风险承受能力相匹配的产品。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
风险。

特此公告。
民生加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1 年 11 月 12 日

制作 张玉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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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新增宜信普泽为上投摩根
旗下部分基金代销机构并参加

其费率优惠活动的公告
上投摩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已与宜信普泽（北京）基金销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宜信普

泽”）签订了基金销售代理协议，自本公告之日起，新增宜信普泽为本公司如下基金的代销机
构，投资人可通过宜信普泽开展以下基金的申购、赎回、转换、定投等相关业务。 具体的业务流
程、办理时间和办理方式以宜信普泽的规定为准。
序号 基金代码 基金名称

1 000073 上投摩根成长动力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2 000328 上投摩根转型动力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3 000377 上投摩根双债增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A 类

4 000378 上投摩根双债增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C 类

5 000524 上投摩根民生需求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6 000712 上投摩根天添宝货币市场基金 A 类

7 000713 上投摩根天添宝货币市场基金 B 类

8 001009 上投摩根安全战略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9 001126 上投摩根卓越制造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10 001192 上投摩根整合驱动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1 001219 上投摩根动态多因子策略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2 001313 上投摩根智慧互联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13 001482 上投摩根新兴服务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14 001538 上投摩根科技前沿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5 001766 上投摩根医疗健康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16 001795 上投摩根文体休闲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7 001984 上投摩根中国生物医药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QDII）
18 003243 上投摩根中国世纪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QDII）
19 003629 上投摩根全球多元配置证券投资基金 （QDII）
20 004361 上投摩根安通回报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A 类

21 004362 上投摩根安通回报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C 类

22 004606 上投摩根优选多因子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23 004738 上投摩根安隆回报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A 类

24 004739 上投摩根安隆回报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C 类

25 004823 上投摩根安裕回报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A 类

26 004824 上投摩根安裕回报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C 类

27 005051 上投摩根标普港股通低波红利指数型证券投资基金 A 类

28 005052 上投摩根标普港股通低波红利指数型证券投资基金 C 类

29 005120 上投摩根量化多因子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30 005593 上投摩根创新商业模式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31 005613 上投摩根富时发达市场 REITs 指数型证券投资基金 （QDII）
32 005701 上投摩根香港精选港股通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33 006042 上投摩根尚睿混合型基金中基金 （FOF）
34 006250 上投摩根动力精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A 类

35 006282 上投摩根欧洲动力策略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36 006890 上投摩根领先优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37 007221 上投摩根锦程均衡养老目标三年持有期混合型基金中基金（FOF）
38 007280 上投摩根日本精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39 007388 上投摩根研究驱动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A 类

40 007389 上投摩根研究驱动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C 类

41 008314 上投摩根慧选成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A 类

42 008315 上投摩根慧选成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C 类

43 008944 上投摩根 MSCI 中国 A 股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 A 类

44 008945 上投摩根 MSCI 中国 A 股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 C 类

45 009143 上投摩根锦程稳健养老目标一年持有期混合型基金中基金(FOF)
46 009161 上投摩根锦程积极成长养老目标五年持有期混合型发起式基金中基金 (FOF)
47 009998 上投摩根慧见两年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48 010475 上投摩根安享回报一年持有期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49 010610 上投摩根远见两年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50 011196 上投摩根优势成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A 类

51 011197 上投摩根优势成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C 类

52 011236 上投摩根行业睿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A 类

53 011237 上投摩根行业睿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C 类

54 012366 上投摩根安荣回报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A 类

55 012367 上投摩根安荣回报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C 类

56 013006 上投摩根景气甄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A 类

57 013007 上投摩根景气甄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C 类

58 013137 上投摩根动力精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C 类

59 370010 上投摩根货币市场基金

60 370023 上投摩根中证消费服务领先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61 370024 上投摩根核心优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62 370027 上投摩根智选 30 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63 371020 上投摩根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A 类

64 371120 上投摩根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B 类

65 372010 上投摩根强化回报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A 类

66 372110 上投摩根强化回报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B 类

67 373020 上投摩根双核平衡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68 376510 上投摩根大盘蓝筹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69 377016 上投摩根亚太优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70 377020 上投摩根内需动力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71 377150 上投摩根健康品质生活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72 377530 上投摩根行业轮动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A 类

73 378006 上投摩根全球新兴市场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74 378010 上投摩根成长先锋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75 378546 上投摩根全球天然资源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76 379010 上投摩根中小盘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77 008845 上投摩根中债 1-3 年国开行债券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C 类

78 008844 上投摩根中债 1-3 年国开行债券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A 类

79 007330 上投摩根瑞益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C 类

80 007329 上投摩根瑞益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A 类

81 005367 上投摩根丰瑞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C 类

82 005366 上投摩根丰瑞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A 类

83 004145 上投摩根安丰回报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C 类

84 004144 上投摩根安丰回报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A 类

85 013091 上投摩根均衡优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A 类

86 013092 上投摩根均衡优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C 类

87 000857 上投摩根天添盈货币市场基金 E 类

同时，为答谢广大客户长期以来给予的信任与支持，经与宜信普泽协商一致，本公司决定
上述基金参加宜信普泽的费率优惠活动。 现将具体费率优惠情况公告如下：

一、活动期间
自公告之日起，活动时间如有变动以宜信普泽最新公告为准。
二、优惠活动内容
在优惠活动期间，投资者通过宜信普泽申购（含定期定额申购）上述基金均享有申购费率

优惠，具体折扣费率请以宜信普泽页面公示为准。 基金原费率请详见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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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提示：
1.� 本优惠活动的折扣费率由宜信普泽决定和执行，本公司根据宜信普泽提供的折扣费率

办理。 本优惠活动解释权归宜信普泽所有，且其有权对上述优惠活动内容进行变更，敬请投资
者关注宜信普泽的相关公告。 有关优惠活动具体事宜，请咨询宜信普泽。

2.� 投资者欲了解本公司基金的详细情况，请仔细阅读刊登于本公司网站（www.cifm.com）
的相应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基金产品资料概要》等法律文件，以及相关业务公
告。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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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资者投资各基金前应认真阅读相应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
说明书、基金产品资料概要。

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
1、 宜信普泽（北京）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400-6099-200
网站：www.yixinfund.com
2、上投摩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400-889-4888
网址：www.cifm.com
特此公告。

上投摩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零二一年十一月十二日

南方基金关于旗下部分基金增加中国民生
银行为销售机构及开通相关业务的公告
根据南方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简称“本公司”）与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简称

“中国民生银行”）签署的销售合作协议，中国民生银行将自 2021 年 11 月 12 日起代理销售本
公司旗下部分基金。 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 适用基金及业务范围
编号 基金代码 基金名称 定投业务 转换业务

1 004342 南方沪深 300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接
基金 C 类

开通 开通

2 004343 南方创业板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
金 C 类

开通 开通

3 004344 南方大数据 100 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C 类 开通 开通

4 004345 南方深证成份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接
基金 C 类

开通 开通

5 004346 中证南方小康产业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联接基金 C 类

开通 开通

6 004348 南方中证 500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接
基金 （LOF）C 类

开通 开通

7 005691 南方中证 100 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C 类 开通 开通

8 010183 南方创业板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
金 E 类

开通 开通

从 2021 年 11 月 12 日起， 投资人可通过中国民生银行办理上述列表中对应基金的开户、
申购、赎回、定投、转换等业务。

上述列表中的基金可参与费率优惠活动，具体优惠规则以中国民生银行的安排为准。

二、 重要提示
1、上述申购赎回业务仅适用于处于正常申购期及处于特定开放日和开放时间的基金。 基

金封闭期、募集期等特殊期间的有关规定详见对应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产品
资料概要》等相关法律文件及本公司发布的最新业务公告。

2、投资人可与中国民生银行约定定投业务的每期固定投资金额。目前，中国民生银行可办
理上述适用基金列表中开通定投业务的基金， 具体的定投业务规则请参考中国民生银行的相
关规定。

3、基金转换是指投资人可将其通过销售机构购买并持有的本公司旗下某只开放式基金的
全部或部分基金份额，转换为本公司管理的另一只开放式基金的份额。上述适用基金列表中的
基金，若同时采用前端收费和后端收费，则只开通前端收费模式下的转换业务。

三、 投资人可通过以下途径了解或咨询相关情况：
中国民生银行客服电话：95568
中国民生银行网址：www.cmbc.com.cn
南方基金客服电话：400-889-8899
南方基金网址：www.nffund.com
四、 风险提示：
1、投资人应当认真阅读《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产品资料概要》等基金法律文件及

相关公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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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判断基金是否和投资人的风险承受能力相适应。

2、投资人应当充分了解基金定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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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定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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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此公告

南方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 11 月 1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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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度
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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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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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 11 月 11 日
(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北京市建国门内大街乙 18 号本行总行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 1

1 出席会议的股东包括现场出席会议的股东和网络投票出席会议的股东。 因本次股东大会的
议案无需由本行优先股股东审议，优先股股东未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34
其中：A 股股东人数 130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人数 （H 股） 4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 299,770,270,085
其中：A 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 288,479,342,739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H 股 ） 11,290,927,346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85.652801
其中：A 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82.426665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 3.226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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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股东大会由董事会召集，张旭光执行董事主持会议。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及表

决方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和《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 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 13 人，出席 11 人，谷澍董事长、张青松副董事长因其他公务安排未能出

席本次会议；
2、 公司在任监事 8 人，出席 8 人；
3、 董事会秘书出席会议；其他高级管理层成员列席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议案名称：2020 年度董事薪酬标准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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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8,421,914,839 99.980093 4,902,700 0.001699 52,525,200 0.018208
H 股 11,260,920,746 99.734241 29,168,600 0.258337 838,000 0.007422
普通股合计： 299,682,835,585 99.970833 34,071,300 0.011366 53,363,200 0.017801

2、 议案名称：2020 年度监事薪酬标准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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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8,478,452,839 99.999692 791,200 0.000274 98,700 0.000034
H 股 11,290,077,346 99.992472 4,000 0.000035 846,000 0.007493
普通股合计： 299,768,530,185 99.999420 795,200 0.000265 944,700 0.000315

3、 议案名称：选举刘晓鹏先生为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非执行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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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8,377,001,331 99.964524 102,243,708 0.035442 97,700 0.000034
H 股 10,258,910,016 90.859765 948,506,232 8.400605 83,511,098 0.739630
普通股合计： 298,635,911,347 99.621591 1,050,749,940 0.350518 83,608,798 0.027891

4、 议案名称：选举肖翔先生为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非执行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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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8,366,628,870 99.960928 112,616,869 0.039038 97,000 0.000034
H 股 10,203,265,185 90.366937 1,004,151,063 8.893433 83,511,098 0.739630
普通股合计： 298,569,894,055 99.599568 1,116,767,932 0.372541 83,608,098 0.027891

5、 议案名称：选举王敬东先生继续担任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股东代表监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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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8,454,614,239 99.991428 24,631,500 0.008538 97,000 0.000034
H 股 11,243,777,457 99.582409 20,576,207 0.182237 26,573,682 0.235354
普通股合计： 299,698,391,696 99.976022 45,207,707 0.015081 26,670,682 0.008897

6、 议案名称：选举刘红霞女士继续担任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外部监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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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8,478,470,139 99.999698 775,600 0.000268 97,000 0.000034
H 股 11,286,049,664 99.956800 4,000 0.000035 4,873,682 0.043165
普通股合计： 299,764,519,803 99.998082 779,600 0.000260 4,970,682 0.001658

7、 议案名称：选举徐祥临先生为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外部监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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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8,478,511,239 99.999712 734,500 0.000254 97,000 0.000034
H 股 11,286,049,664 99.956800 4,000 0.000035 4,873,682 0.043165
普通股合计： 299,764,560,903 99.998095 738,500 0.000247 4,970,682 0.001658

8、 议案名称：选举王锡锌先生为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外部监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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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8,478,513,239 99.999712 732,500 0.000254 97,000 0.000034
H 股 11,286,069,664 99.956977 4,000 0.000036 4,853,682 0.042987
普通股合计： 299,764,582,903 99.998103 736,500 0.000246 4,950,682 0.001651

9、 议案名称：申请追加定点帮扶捐赠预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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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8,477,970,639 99.999524 1,189,200 0.000413 182,900 0.000063
H 股 11,086,606,347 98.190397 203,474,999 1.802110 846,000 0.007493
普通股合计： 299,564,576,986 99.931383 204,664,199 0.068274 1,028,900 0.000343

(二)� 涉及重大事项，持有本行有表决权股份数 5%以下 A 股股东的表决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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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年 度 董 事
薪酬标准方案 24,819,283,248 99.769150 4,902,700 0.019708 52,525,200 0.211142

3

选 举 刘 晓 鹏 先
生 为 中 国 农 业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非 执 行 董
事

24,774,369,740 99.588605 102,243,708 0.411002 97,700 0.000393

4

选 举 肖 翔 先 生
为 中 国 农 业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非执行董事

24,763,997,279 99.546910 112,616,869 0.452700 97,000 0.000390

(三)�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上述议案均为普通决议事项， 获得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所持有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过半数通过。
上述议案内容请见本行于 2021 年 9 月 24 日刊载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的《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度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资料》。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
律师：苏峥律师、袁冰玉律师
2、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经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苏峥律师和袁冰玉律师见证，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以及本次股东大会的表
决程序等相关事项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上海证券交易
所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
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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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 11 月 11 日

股票代码：601288� � � � � � � � � � 股票简称：农业银行 编号：临 2021-048 号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副行长任职的公告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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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行”）于近日收到《中国银保监会关于农业银行
张毅任职资格的批复》（银保监复 [2021]856 号）。 张毅先生自 2021 年 11 月 4 日起就任本行副
行长。

张毅先生的简历请参见本行 2021 年 10 月 13 日刊载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
com.cn）的《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决议公告》。

特此公告。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 年 11 月 11 日

证券代码：601088� � � � � 证券简称：中国神华 公告编号：临 2021-055

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国能惠州二期 2×400MW 级燃气

热电联产机组工程项目获得核准的公告
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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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日，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所属国能（惠州）热电有限责任公司（“国能

惠州热电公司”）惠州二期 2×400MW 级燃气热电联产机组工程项目（“本项目”）获得核准。核
准批复文件主要内容如下：

（一） 为落实国家、省集中供热政策，满足惠州大亚湾石化产业园区的热负荷发展需要，缓解该
片区电力供应紧张局面，同意建设本项目。 本项目建设单位为国能（惠州）热电有限责任公司。

（二） 本项目建设地点为广东省惠州市大亚湾石化工业园区。
（三） 本项目建设 2×400MW 级（9F 级）燃气热电联产机组（实际装机容量以设备招标结

果为准），选用 2 套燃气 - 蒸汽联合循环机组，燃气轮机和蒸汽轮机分别带动发电机运行，并
同步建设高效烟气脱硝装置。

（四） 本项目总投资 247,185 万元， 由国能惠州热电公司投资， 其中资本金占 30%， 其余
70%资金通过银行贷款解决。

特此公告。
承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命

董事会秘书 黄清
2021 年 11 月 12 日

股票简称：万华化学 股票代码：600309� � � � � � � � � � 公告编号：临 2021-70 号

万华化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宁波工厂 MDI 装置例行停产检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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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化工企业生产工艺和生产装置的要求， 为确保生产装置安全有效运行， 按照年度计
划，本公司全资子公司万华化学（宁波）有限公司的 MDI 一期装置（40 万吨 / 年）将于 2021 年
11 月 27 日开始停产检修，预计检修 45 天左右；MDI 二期装置（80 万吨 / 年）将于 2021 年 12
月 11 日开始停产检修，预计检修 45 天左右。

本次停产检修是根据年度计划进行的例行检修，对公司的生产经营不会产生重大影响。
特此公告。

万华化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 11 月 12 日

股票代码：601939� � � � � � � � � 股票简称：建设银行 公告编号：临 2021-043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李运副行长任职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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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年 9 月 29 日，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行”）董事会审议通过了关
于聘任李运先生担任本行副行长的议案。 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现已核准李运先生的
任职资格，李运先生正式就任本行副行长。

李运先生的简历请参见本行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发布的《中国建设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临 2021-036）。

特此公告。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11 月 11 日

A 股代码：600015A� � � � � 股简称：华夏银行 编号：2021—40
优先股代码：360020� � � � 优先股简称：华夏优 1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21 年
第二期金融债券发行完毕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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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和中国人民银行批准，近日，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简

称“本公司”）在全国银行间债券市场成功发行“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第二期金融债
券”（简称“本期债券”），并在中央国债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完成债券的登记、托管。

本期债券于 2021 年 11 月 8 日簿记建档，并于 11 月 10 日发行完毕。 本期债券发行规模为
人民币 400 亿元，为 3 年期固定利率债券，票面利率为 3.03%，募集资金将依据适用法律和监
管部门的批准，用于满足本公司资产负债配置需要，充实资金来源，优化负债期限结构，促进
业务的稳健发展。

特此公告。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11 月 12 日

宁波富佳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发行申购情况及中签率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甬兴证券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宁波富佳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富佳股份”或“发行人”）首次公
开发行不超过4,100万股人民币普通股（A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申请
已获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21]3418号文核准。 本次发行采
用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和网上向持有
上海市场非限售A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
（以下简称“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甬兴证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荐机构
（主承销商）”）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4,100万股。 回拨机制启动前，网
下初始发行数量为2,870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70.00%；网上初始发行数量
为1,230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30.00%。 本次发行价格为9.56元/股。

发行人于2021年11月11日（T日）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网上定价
初始发行“富佳股份”A股股票1,230万股。

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本次发行流程、网上网下申购及缴款、弃购股份处
理等方面的规定，并于2021年11月15日（T+2日）及时履行缴款义务：

1、网下投资者应根据《宁波富佳实业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
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以下简称“《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
上中签结果公告》”），于2021年11月15日（T+2日）16:00前，按最终确定的发行
价格与获配数量，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 网下投资者如同日获配多只
新股，请务必按每只新股分别缴款。 同日获配多只新股的情况，如只汇一笔总
计金额，合并缴款将会造成入账失败，由此产生的后果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
中签结果公告》 履行缴款义务， 确保其资金账户在 2021年 11月 15日
（T+2日）日终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投资者款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
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规定。

网下和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
2、 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本次公开发

行数量的70%时，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

止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3、有效报价网下投资者未参与申购或者获得初步配售的网下投资者未及

时足额缴纳认购款的，将被视为违约并应承担违约责任，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将违约情况报中国证券业协会备案。 网上投资者连续12个月内累计出现3次中
签但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 自结算参与人最近一次申报其放弃认购的次日
起6个月（按180个自然日计算，含次日）内不得参与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
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网上申购。 放弃认购的次数按照投资者实际放弃认
购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与可交换公司债券的次数合并计算。

一、网上申购情况及网上发行初步中签率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提供的数据， 本次网上定价发行有效申购户数为

15 ,108 ,728户，有效申购股数为110 ,944 ,225 ,000股，网上发行初步中签
率 为 0 .01108665% 。 配 号 总 数 为 110 ,944 ,225 个 ， 号 码 范 围 为
100,000,000,000-100,110,944,224。

二、回拨机制实施、发行结构及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
根据《宁波富佳实业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发行公告》公布的

回拨机制，由于网上初步有效申购倍数为9,019.86倍，超过150倍，发行人和保
荐机构（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将本次发行股份的60%由网下回拨至
网上。 回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410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10%；网上最
终发行数量为3,690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90%。 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上发行
最终中签率为0.03325996%。

三、网上摇号抽签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定于2021年11月12日（T+1日）上午在上海

市浦东新区东方路778号紫金山大酒店四楼会议室海棠厅进行本次发行网上
申购摇号抽签仪式，并将于2021年11月15日（T+2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
券报》《证券时报》和《证券日报》上公布网上摇号中签结果。

发行人：宁波富佳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甬兴证券有限公司

2021年11月12日

杭州正强传动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

网上定价发行申购情况及中签率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杭州正强传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不超过2,000万股人民币
普通股（A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申请已经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创业
板上市委员会委员审议通过，并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21]2745号文同意注
册。

本次发行采用网上按市值申购向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A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
的社会公众投资者直接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的方式进行，全部为新股，不转让老
股。本次发行中网上发行2,000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100%。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于2021年11月11日（T日）利用深
交所交易系统网上定价发行“正强股份”股票2,000万股。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深交所提供的数据，对本次网上发行的申购情况进行了统计，
结果如下：

本次网上定价发行有效申购户数为13,647,940户，有效申购股数为158,913,026,500股，配
号总数为317,826,053个，起始号码为000000000001，截止号码为000317826053。本次网上定价
发行的中签率为0.0125855007%，网上投资者有效申购倍数为7,945.65133倍。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定于2021年11月12日（T+1日）在深圳市罗湖区深南东
路5045号深业中心308室进行本次网上发行申购的摇号抽签，并将于2021年11月15日（T+2
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
cn）上公布摇号中签结果。

本次发行的缴款环节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并于2021年11月15日（T+2日）及时履行缴
款义务。

1、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2021年11月15日（T+2日）公告的《杭州正强传动
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定价发行摇号中签结果公告》履行缴款
义务，确保其资金账户在2021年11月15日（T+2日）日终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不足部分视
为放弃认购，由此产生的后果及相关法律责任，由投资者自行承担。投资者款项划付需遵守投
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规定。

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
2、当出现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不足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70%时，发行人和保

荐机构（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3、网上投资者连续12个月内累计出现3次中签后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自结算参与人最

近一次申报其放弃认购的次日起6个月（按180个自然日计算，含次日）内不得参与新股、存托
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网上申购。放弃认购的次数按照投资者实际放弃认购
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与可交换公司债券的次数合并计算。

发行人：杭州正强传动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11月12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