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作 李 波

2021 年 11 月 23 日 星期二 电话：010-83251716 Ｅ－ｍａｉｌ押zqrb9@zqrb.sina.net

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
旗下部分开放式基金新增排排网基金销售
为代销机构的公告
根据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与深圳市前海排排网基金销售有限责任公司
（以下简称“排排网基金销售”）签署的代销协议，投资者可自 2021 年 11 月 23 日起在排排网基金销售
办理本公司旗下部分开放式基金的申购、赎回、转换、定期定额申购业务，各基金业务开放情况及业务
办理状态遵循其各自具体规定。 具体情况如下：
一、 基金明细
基金简称
华夏成长混合（前端）
华夏大盘精选混合 A
华夏聚利债券
华夏纯债债券 A
华夏纯债债券 C
华夏优势增长混合
华夏复兴混合
华夏双债债券 A
华夏双债债券 C
华夏沪深 300ETF 联接 A
华夏盛世混合
华夏恒生 ETF 联接 A
华夏永福混合 A
华夏医疗健康混合 A
华夏医疗健康混合 C
华夏沪港通恒生 ETF 联接 A
华夏 MSCI 中国 A 股国际通 ETF 联接 A
华夏债券 A
华夏债券 C
华夏希望债券 A
华夏希望债券 C
华夏沪深 300 指数增强 A
华夏沪深 300 指数增强 C
华夏亚债中国指数 A
华夏亚债中国指数 C
华夏安康债券 A
华夏安康债券 C
华夏领先股票
华夏可转债增强债券 A
华夏上证 50ETF 联接 A
华夏中证 500ETF 联接 A
华夏国企改革混合
华夏消费升级混合 A
华夏消费升级混合 C
华夏回报混合 A
华夏红利混合（前端）
华夏回报二号混合
华夏策略混合
华夏永福混合 C
华夏经济转型股票
华夏新趋势混合 A
华夏新趋势混合 C
华夏军工安全混合
华夏乐享健康混合
华夏高端制造混合
华夏新机遇混合 A
华夏鼎利债券 A
华夏鼎利债券 C
华夏新起点混合 A
华夏网购精选混合 A
华夏智胜价值成长股票 A
华夏智胜价值成长股票 C
华夏创新前沿股票
华夏行业景气混合
华夏睿磐泰盛混合
华夏能源革新股票
华夏鼎茂债券 A
华夏鼎茂债券 C
华夏睿磐泰兴混合
华夏稳定双利债券 A
华夏节能环保股票
华夏短债债券 A
华夏短债债券 C
华夏研究精选股票
华夏睿磐泰茂混合 A
华夏睿磐泰茂混合 C
华夏永康添福混合
华夏睿磐泰荣混合 A
华夏睿磐泰荣混合 C
华夏睿磐泰利混合 A
华夏睿磐泰利混合 C
华夏聚惠 FOF(A)
华夏聚惠 FOF(C)
华夏行业龙头混合
华夏稳盛混合
华夏产业升级混合
华夏潜龙精选股票
华夏鼎沛债券 A
华夏鼎沛债券 C
华夏新兴消费混合 A
华夏新兴消费混合 C
华夏优势精选股票
华夏聚丰混合(FOF)A
华夏聚丰混合(FOF)C
华夏中证央企 ETF 联接 A
华夏中证央企 ETF 联接 C
华夏创业板 ETF 联接 A
华夏创业板 ETF 联接 C
华夏中证 500ETF 联接 C
华夏中证四川国改 ETF 联接 A
华夏中证四川国改 ETF 联接 C
华夏中短债债券 A
华夏中短债债券 C
华夏科技成长股票
华夏战略新兴成指 ETF 联接 A
华夏战略新兴成指 ETF 联接 C
华夏中债 1-3 年政金债指数 A
华夏中债 1-3 年政金债指数 C
华夏中债 3-5 年政金债指数 A
华夏中债 3-5 年政金债指数 C
华夏常阳三年定开混合
华夏鼎淳债券 A
华夏鼎淳债券 C
华夏科技创新混合 A
华夏科技创新混合 C
华夏创蓝筹 ETF 联接 A
华夏创蓝筹 ETF 联接 C
华夏创成长 ETF 联接 A
华夏创成长 ETF 联接 C
华夏逸享健康混合
华夏中证 AH 经济蓝筹股票指数 A
华夏中证 AH 经济蓝筹股票指数 C
华夏恒益 18 个月定开债券
华夏价值精选混合
华夏鼎泓债券 A
华夏鼎泓债券 C

基金代码
000001
000011
000014
000015
000016
000021
000031
000047
000048
000051
000061
000071
000121
000945
000946
000948
000975
001001
001003
001011
001013
001015
001016
001021
001023
001031
001033
001042
001045
001051
001052
001924
001927
001928
002001
002011
002021
002031
002166
002229
002231
002232
002251
002264
002345
002411
002459
002460
002604
002837
002871
002872
002980
003567
003697
003834
004042
004043
004202
004547
004640
004672
004673
004686
004720
004721
005128
005140
005141
005177
005178
005218
005219
005449
005450
005774
005826
005886
005887
005888
005889
005894
005957
005958
006196
006197
006248
006249
006382
006560
006561
006668
006669
006868
006909
006910
007165
007166
007186
007187
007207
007282
007283
007349
007350
007472
007473
007474
007475
007481
007505
007506
007591
007592
007666
007667

基金简称
华夏饲料豆粕期货 ETF 联接 A
华夏饲料豆粕期货 ETF 联接 C
华夏网购精选混合 C
华夏中证全指证券公司 ETF 联接 A
华夏中证全指证券公司 ETF 联接 C
华夏中证 500 指数增强 A
华夏中证 500 指数增强 C
华夏中证 5G 通信主题 ETF 联接 A
华夏中证 5G 通信主题 ETF 联接 C
华夏中证全指房地产 ETF 联接 A
华夏中证全指房地产 ETF 联接 C
华夏粤港澳大湾区创新 100ETF 联接 A
华夏粤港澳大湾区创新 100ETF 联接 C
华夏新机遇混合 C
华夏新起点混合 C
华夏中证银行 ETF 联接 A
华夏中证银行 ETF 联接 C
华夏见龙精选混合
华夏恒泰 64 个月定开债券
华夏中证人工智能主题 ETF 联接 A
华夏中证人工智能主题 ETF 联接 C
华夏黄金 ETF 联接 A
华夏黄金 ETF 联接 C
华夏安泰对冲策略 3 个月定开混合
华夏国证半导体芯片 ETF 联接 A
华夏国证半导体芯片 ETF 联接 C
华夏中证浙江国资创新发展 ETF 联接 A
华夏中证浙江国资创新发展 ETF 联接 C
华夏鼎源债券 A
华夏鼎源债券 C
华夏上清所 1-3 年高等级国企中票 A
华夏上清所 1-3 年高等级国企中票 C
华夏磐利一年定开混合 A
华夏磐利一年定开混合 C
华夏成长精选 6 个月定开混合 A
华夏成长精选 6 个月定开混合 C
华夏磐锐一年定开混合 A
华夏磐锐一年定开混合 C
华夏鼎清债券 A
华夏鼎清债券 C
华夏科技前沿 6 个月定开混合 A
华夏科技前沿 6 个月定开混合 C
华夏线上经济主题精选混合
华夏核心科技 6 个月定开混合 A
华夏核心科技 6 个月定开混合 C
华夏科技龙头两年定开混合
华夏创新驱动混合 A
华夏创新驱动混合 C
华夏核心资产混合 A
华夏核心资产混合 C
华夏先锋科技一年定开混合 A
华夏先锋科技一年定开混合 C
华夏新兴成长股票 A
华夏新兴成长股票 C
华夏核心价值混合 A
华夏核心价值混合 C
华夏磐益一年定开混合
华夏鼎润债券 A
华夏鼎润债券 C
华夏内需驱动混合 A
华夏内需驱动混合 C
华夏消费龙头混合 A
华夏消费龙头混合 C
华夏上证科创板 50 成份 ETF 联接 A
华夏上证科创板 50 成份 ETF 联接 C
华夏卓享债券 A
华夏卓享债券 C
华夏消费优选混合 A
华夏消费优选混合 C
华夏稳健增利 4 个月债券 A
华夏稳健增利 4 个月债券 C
华夏核心制造混合 A
华夏核心制造混合 C
华夏互联网龙头混合 A
华夏互联网龙头混合 C
华夏大盘精选混合 C
华夏中证光伏产业指数发起式 A
华夏中证光伏产业指数发起式 C
华夏可转债增强债券 C
华夏创新医药龙头混合 A
华夏创新医药龙头混合 C
华夏中证新能源汽车 ETF 发起式联接 A
华夏中证新能源汽车 ETF 发起式联接 C
华夏能源革新股票 C
华夏新能源车龙头混合发起式 A
华夏新能源车龙头混合发起式 C
华夏安盈稳健养老目标一年持有混合（FOF）
华夏中证内地低碳经济主题 ETF 发起式联接 A
华夏中证内地低碳经济主题 ETF 发起式联接 C
华夏经典混合
华夏收入混合
华夏稳定双利债券 C
华夏蓝筹混合（LOF）
华夏行业混合（LOF）
华夏港股通精选股票（LOF）A
华夏磐泰混合（LOF）
华夏磐晟混合（LOF）
华夏创业板两年定开混合
华夏上证 50AH 优选指数(LOF)A
华夏稳增混合
华夏兴华混合 A
华夏兴和混合
华夏理财 30 天债券 A
华夏理财 30 天债券 B
华夏收益宝货币 A
华夏收益宝货币 B
华夏现金增利货币 B
华夏现金增利货币 A
华夏惠利货币 B
华夏惠利货币 C
华夏货币 A
华夏货币 B
华夏港股通精选股票 C

基金代码
007937
007938
007939
007992
007993
007994
007995
008086
008087
008088
008089
008199
008200
008212
008213
008298
008299
008308
008349
008585
008586
008701
008702
008856
008887
008888
008916
008917
008947
008948
009445
009446
009686
009687
009697
009698
009837
009838
010014
010015
010016
010017
010020
010106
010107
010180
010305
010306
010333
010334
010518
010519
010680
010681
010692
010693
010695
010979
010980
011278
011279
011282
011283
011612
011613
011624
011625
011911
011912
012099
012100
012428
012429
012447
012448
012628
012885
012886
012887
012981
012982
013013
013014
013188
013395
013396
013467
013605
013606
288001
288002
288102
160311
160314
160322
160323
160324
160325
501050
519029
519908
519918
001057
001058
001929
001930
001374
003003
004251
011547
288101
288201
012884

如上述基金处于封闭运作期、尚未开放、暂停办理对应业务或对其进行限制的，请遵照相关公告
执行。 投资者在排排网基金销售办理对应基金相关业务的数额限制、规则、流程以及需要提交的文件
等信息， 请遵照上述基金招募说明书或其更新、 本公司发布的相关公告及排排网基金销售的有关规
定。 排排网基金销售的业务办理状况亦请遵循其各自规定执行。
二、咨询渠道
（一）排排网基金销售客户服务电话：400-666-7388；
排排网基金销售网站：www.simuwang.com；
（二）本公司客户服务电话：400-818-6666；
本公司网站：www.ChinaAMC.com。
本公司旗下开放式基金的代销机构已在本公司网站公示，投资者可登录查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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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金管理人提
醒投资者基金投资的“买者自负”原则，在做出投资决策后，基金运营状况与基金净值变化引致的投资
风险，由投资者自行负担。 投资者在投资基金之前，请仔细阅读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基金产
品资料概要等法律文件，全面认识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和产品特性，充分考虑自身的风险承受能力，
在了解产品情况、听取销售机构适当性匹配意见的基础上，理性判断市场，谨慎做出投资决策。 基金具
体风险评级结果以销售机构提供的评级结果为准。
特此公告
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二一年十一月二十三日

华夏越秀高速公路封闭式基础设施
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份额发售公告
基金管理人：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财务顾问：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重要提示
1、华夏越秀高速公路封闭式基础设施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本基金”）已于 2021 年 11 月 12
日获证监许可 〔2021〕3613 号文准予募集注册。 本基金场内简称为华夏越秀高速 REIT， 基金代码为
180202。
2、本基金是基础设施证券投资基金，运作方式为契约型封闭式，存续期限为自基金合同生效之日
起 50 年。 本基金存续期限届满后，可由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决议通过延期方案，本基金可延长存续期
限。 否则，本基金将终止运作并清算，无需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
3、本基金的基金管理人为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财务顾问为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基金托管
人为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登记机构为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4、基金管理人、财务顾问根据询价报价情况，审慎合理确定本基金的份额发售价格为 7.100 元/
份。 该价格不高于剔除不符合条件的报价后所有网下投资者报价的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的孰低值。
5、中国证监会准予本基金发售的基金份额总额为 3.00 亿份，本次发售由战略配售、网下发售、公
众投资者发售三个部分组成。 初始战略配售基金份额数量为 2.10 亿份， 占发售份额总数的比例为
70%。 其中，原始权益人或其同一控制下的关联方拟认购数量为 0.90 亿份，占发售份额总数的比例为
30%；其他战略投资者拟认购数量为 1.20 亿份，占发售份额总数的比例为 40%。 网下发售的初始基金
份额数量为 0.63 亿份， 占发售份额总数的比例为 21%。 公众投资者发售的初始基金份额数量为 0.27
亿份，占发售份额总数的比例为 9%。 最终战略配售、网下发售及公众投资者发售的基金份额数量由回
拨机制确定（如有）。
6、本基金募集期为 2021 年 11 月 29 日起至 2021 年 11 月 30 日止，投资者应在募集期内全额缴
款（含认购费）。 其中，若网下投资者在募集期内有效认购申请份额总额超过网下投资者的募集上限，
实行全程比例配售；若公众投资者在募集期内有效认购申请份额总额超过公众投资者的募集上限，实
行末日比例配售，若预计募集首日有效认购申请全部确认后，本基金公众投资者募集总规模达到或超
过公众发售规模上限，公众发售部分的募集期将提前结束。 基金管理人可根据募集情况适当调整本基
金的募集期限并及时公告。
7、基金管理人或销售机构对认购申请的受理并不代表该申请一定成功，而仅代表基金管理人或
销售机构已经接收到认购申请。 认购申请的确认以登记机构的确认结果为准。 对于认购申请及认购份
额的确认情况，投资人应及时查询并妥善行使合法权利，否则，由此产生的任何损失由投资者自行承
担。
网下投资者提供有效报价但未参与认购或未足额认购、 提交认购申报后未按时足额缴纳认购资
金以及以公众投资者参与认购等属于违规行为。 基金管理人、财务顾问发现网下投资者存在上述情形
的，将其报价或认购行为认定为无效并予以剔除，并将有关情况报告深交所。 深交所将公开通报相关
情况，并建议证券业协会对该网下投资者采取列入网下投资者黑名单等自律管理措施。
8、本次发售的基金份额中，网下发售及公众投资者认购的基金份额无流通限制及限售期安排，自
本次公开发售的基金份额在深交所上市之日起即可流通。 使用场外基金账户认购的基金份额持有人
在办理跨系统转托管业务将基金份额转托管至场内证券经营机构后， 方可参与证券交易所市场的交
易或申报预受要约。
9、投资有风险，投资者在进行投资决策前，应充分认识基础设施基金的风险特征，普通投资者在
首次购买本基金时须签署风险揭示书。 基金管理人和财务顾问在此提请投资者特别关注 《招募说明
书》中“重要提示”、“重要风险提示”和“风险揭示”章节，充分了解基金的各项风险因素。
10、本公告仅对本基金发售的有关事项和规定予以说明。 投资者欲了解本基金的详细情况，请详
细阅读 《华夏越秀高速公路封闭式基础设施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华夏越秀高速公路封闭式基础
设施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华夏越秀高速公路封闭式基础设施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份额询价公
告》。 本基金的基金合同、托管协议、招募说明书、询价公告、基金产品资料概要及本公告已刊登在基金
管理人网站。 投资者如有疑问，可拨打基金管理人客户服务电话（400-818-6666）了解详情。
11、风险提示：
公开募集基础设施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基础设施基金”）与投资股票或债券的公募基金具有
不同的风险收益特征，基础设施基金 80%以上基金资产投资于基础设施资产支持证券，并持有其全部
份额，本基金通过基础设施资产支持证券持有基础设施项目公司全部股权，通过资产支持证券和项目
公司等载体取得基础设施项目完全所有权或经营权利， 其中投资于越秀集团及其关联方作为原始权
益人的高速公路行业基础设施资产支持证券的比例不低于非现金基金资产的 80%。 基础设施基金以
获取基础设施项目租金、收费等稳定现金流为主要目的，收益分配比例不低于合并后基金年度可供分
配金额的 90%。 因此本基金与股票型基金、混合型基金和债券型基金等有不同的风险收益特征，本基
金的预期风险和收益高于债券型基金和货币市场基金，低于股票型基金。 本基金需承担投资基础设施
项目因投资环境、投资标的以及市场制度等差异带来的特有风险。
投资者应充分了解基础设施基金投资风险及本基金招募说明书所披露的风险因素， 审慎作出投
资决定。 本基金可能面临以下风险，包括但不限于：
（一）基金价格波动风险。 本基金大部分资产投资于基础设施项目，具有权益属性，受经济环境、运
营管理等因素影响，基础设施项目市场价值及现金流情况可能发生变化，可能引起本基金价格波动，
甚至存在基础设施项目遭遇极端事件（如地震、台风等）发生较大损失而影响基金价格的风险。
（二）流动性风险
本基金采取封闭式运作，不开通申购赎回，只能在二级市场交易，存在流动性不足的风险。
（三）终止上市风险
本基金运作过程中可能因触发法律法规或交易所规定的终止上市情形而终止上市， 导致投资者
无法正常在二级市场交易。
（四）税收等政策调整风险
本基金运作过程中可能涉及基金份额持有人、本基金、资产支持证券、项目公司等多层面税负，如
果国家税收等政策发生调整，可能影响投资运作与基金收益。 基础设施基金是创新产品，如果有关法
规或政策发生变化，可能对基金运作产生影响。
（五）发售失败风险
本基金存在因募集基金份额总额未达到准予注册规模的 100%、募集资金规模不足 2 亿元或投资
人少于 1000 人、原始权益人或其同一控制关联方未按规定参与战略配售、扣除战略配售部分后网下
发售比例低于公开发售数量的 70%等基金募集未达到基金备案条件而导致本基金发售失败的风险。
（六）交易或反向吸收合并失败风险
基金合同生效后，本基金将以首次募集资金认购中信证券-越秀交通高速公路 1 号资产支持专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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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中信证券-越秀交通高速公路 1 号资产支持专项计划将收购 SPV 进而持有底层项目公司。 在上
述步骤完成后，项目公司将对 SPV 进行反向吸收合并，实现 SPV 对专项计划的债务下沉至项目公司。
如果前述交易安排未能在预定时间内完成，将对本基金的顺利运作造成不利影响。 特别地，如本基金
在 2022 年 12 月 31 日前仍未完成项目公司反向吸收合并 SPV，则该年的股东借款利息无法在项目公
司层面进行税前扣除，将导致项目公司较可供分配金额测算的预估情形缴纳更高数额的企业所得税。
基于与可供分配金额测算相同的假设进行预估，如未如期完成反向吸并，2022 年项目公司预计将额外
缴纳企业所得税约 1,929.00 万元，2022 年可供分配金额将预计由 15,383.81 万元下降至 13,454.81 万
元。
此外，如基础设施资产支持证券未能及时发行，可能延缓项目整体交易进度甚至导致中止或终止
交易，从而对本基金投资产生不利影响。
（七）积极管理风险
在实际投资操作过程中，基金管理人可能限于知识、技术、经验等因素而影响其对相关信息、经济
形势和证券价格走势的判断，其对基础设施项目的管理模式不一定是最优方案，可能导致基础设施项
目运营业绩不达预期。
（八）资产支持证券投资的流动性风险
本基金持有基础设施资产支持证券全部份额，如发生特殊情况需要处置基础设施资产支持证券，
可能会由于资产支持证券流动性较弱从而给证券持有人带来损失（如证券不能卖出或贬值出售等）。
（九）利益冲突风险
本基金设立后，基金管理人可能还将管理其他与本基金同类型的基础设施基金；基金管理人聘请
的运营管理机构可能持有或为其他同类型的基础设施项目提供运营管理服务； 原始权益人也可能持
有或管理其他同类型的基础设施项目等。 由于上述情况，本基金的关联方可能与本基金存在一定的利
益冲突。
（十）市场风险
本基金投资于基础设施资产支持证券的比例不低于 80%，投资于利率债、AAA 级信用债、货币市
场工具的比例不超过 20%。 证券市场价格因受各种因素的影响而引起的波动，将使本基金资产面临潜
在的风险。
（十一）基金份额交易价格折溢价风险
本基金基金合同生效后，将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申请在交易所上市。 本基金基金份额上市交易后，
在每个交易日的交易时间将根据相关交易规则确定交易价格， 该交易价格可能受本基金投资的基础
设施项目经营情况、所在行业情况、市场情绪及供求关系等因素影响；此外，本基金还将按照相关业务
规则、基金合同约定进行估值并披露基金份额净值等信息。 由于基金份额交易价格与基金份额净值形
成机制以及影响因素不同，存在基金份额交易价格相对于基金份额净值折溢价的风险。
（十二）与基础设施项目相关的风险
1、政策风险
（1）产业政策及行业管理风险
本基金投资的基础设施项目的现金流主要由项目公司的高速公路车辆通行费等业务收入提供，
其中， 高速公路的车辆通行费收费标准由政府相关部门制定。 如未来国家高速公路收费政策发生变
化， 包括但不限于收费标准降低甚至取消收费等 （如受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影响， 经国务院同意
2020 年 2 月 17 日至 2020 年 5 月 5 日全国收费公路免收车辆通行费， 项目公司在特定期限内无法正
常收取通行费收入），可能存在因此导致剩余经营期限内项目公司的高速公路车辆通行费收入降低的
风险。
（2）土地使用政策风险
本基金所持有的基础设施项目的土地类型为划拨用地， 如未来关于划拨用地的相关政策发生变
化，可能对基础设施项目运营产生不利影响。
（3）基础设施证券投资基金政策风险
目前基础设施证券投资基金是证券市场的创新产品， 基础设施证券投资基金的相关的法规制度
还在逐步建立和完善之中，如果有关法律、法规、政策发生变化，可能会对本基金产生影响。
2、收入来源集中度较高的风险
本基金所持有的基础设施资产类别为高速公路， 且本基金投资于越秀集团及其关联方作为原始
权益人的高速公路行业基础设施资产支持证券的比例不低于非现金基金资产的 80%， 高速公路的行
业和区域集中度较高。 若公路的运营终止、中止或受到外界因素重大影响，可能导致项目公司运营收
入不及预期，进而对基金的分配造成不利影响。
3、市场风险
本基金所持有的基础设施资产类别为高速公路，高速公路的行业和区域集中度较高。 若高速公路
行业前景、经营环境发生变化、标的公路的运营终止、中止或受到地方经济变化、路网拓展变化、替代
性交通工具、极端天气（如 2008 年南方雪灾）、疾病（如新冠肺炎疫情）等外界因素重大影响，可能导致
项目公司运营收入不及预期，进而对基金的分配造成不利影响。
4、运营风险
本基金投资集中度高，收益率很大程度依赖基础设施项目运营情况。 如基金管理人或运营管理机
构经营管理能力不足、高速公路收费收入波动、养护成本及人员成本变动，导致实际现金流大幅低于
测算现金流，则存在基金收益率不达预期的风险。
5、处置风险
在项目公司运营出现较大困难时，本基金将通过处置标的股权、标的债权和/或标的公路的权益来
获得处置收入。 受限于相关处置变现程序和届时市场环境的影响，高速公路行业资产的处置变现时间
和变现金额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从而影响基金份额持有人预期收益的实现。 在极端情况下，本基金
最终实现的变现资产可能将无法弥补对项目公司股权的投资本金，进而可能导致投资者亏损。
6、评估风险
本基金投资的基础设施项目采用收益法进行评估， 收益法估值对于项目现金流和收入增长的预
测，折现率的选择，运营管理的成本等参数需要进行大量的假设。 由于预测期限长，部分假设较小幅度
的偏差会很大程度上影响基础设施项目的估值， 可能导致评估值不能完全反映基础设施项目的公允
价值。 同时，基础设施项目的评估结果并未考虑因设立本基金而发生的基金管理费、专项计划的计划
管理费等费用，而该等费用需要由基金财产承担。 由于现金流和收入预测普遍不考虑突发因素或不可
抗力带来的收入下降，在未来持续运作过程中，可能会出现长期收益不及预期的风险。
7、现金流预测的风险
本基金对基础设施项目未来现金流进行合理预测， 正常情况下影响基础设施项目未来现金流的
因素主要为标的公路运营收入净额， 运营收入净额影响因素包括高速行业发展和运营管理机构运营
能力；高速公路行业发展受国家行业政策、所在地区发展及交通行业竞争等因素影响，运营管理机构
运营能力受制于其对标的公路运营能力、道路交通设施维护能力等因素。 此外，现金流预测基于对车
辆通行费等现金收入及运营维护成本等现金支出的假设， 由于影响收入和支出的因素具有一定的不
确定性或存在无法达到预期的风险， 因此对基础设施项目未来现金流的预测也可能会出现一定程度
的偏差，本基金持有人可能面临现金流预测偏差导致的最终获得分配偏差的风险。
8、标的公路存在部分合规风险
本基金投资的基础设施项目汉孝高速公路存在部分附属房屋建筑尚未取得《房屋所有权证》等不
动产权属证书、水土保持设施验收手续、消防设计、消防竣工验收备案手续尚未办理、附属房屋的施工
建设尚未取得相关主管机关的许可等合规性瑕疵， 存在相关主管部门给予的行政处罚或存在被相关
主管部门给予行政处罚的风险。
（1）汉孝高速机场北连接线管理中心各项验收手续正在办理中，预计于基金合同生效后一年内办
理完毕所有验收手续并办理取得《不动产权证书》，具体以主管部门批准的办理时间为准。
（2）针对汉孝高速主线水土保持验收事项，项目公司已与相关主管部门沟通确认，汉孝高速主线
路水土保持验收手续可以后续完成补办。 目前，越秀中国及项目公司已经开始着手根据主管部门要求
准备补办手续所需的相关材料，争取尽快取得水土保持验收手续，预计于 2022 年内补办完毕，具体完
成时间以届时主管部门实际办理要求和时间为准。
针对上述风险，越秀中国已出具《越秀（中国）交通基建投资有限公司关于基础设施项目转让合法
合规的承诺函》，承诺将持续积极协助汉孝公司、基金管理人与相关主管部门沟通协商，尽力争取补办
上述缺失的许可或手续（如需）。 在基金合同生效后，汉孝公司如因上述手续或证书未办理完毕而被相
关单位处罚、或标准不符合监管要求被责令整改等情形给汉孝公司、基金财产带来的损失由越秀中国
承担。
9、服务区租赁收益风险
汉孝高速服务区经营安排涉及以经营服务委托经营、 房屋及经营性项目租赁经营的方式利用划
拨土地使用权以及其上建成的房屋的情况，上述租赁费合计 6,416 万元，约占预测总收入的 1%。 项目
公司存在被相关主管部门主动审查后要求上缴前述租赁收入中的土地收益的风险， 也存在相关经营
协议被认定为无效后，项目公司已收取的租赁费用中所含土地收益被依法上缴国家的可能性。
针对上述风险，越秀中国已出具承诺函，若后续相关主管机关要求汉孝公司补办划拨建设用地转
出让手续、补缴土地出让金、缴纳相关罚款或按年度申报缴纳土地收益、补缴历年土地收益（统称“土
地补缴款”），则在承租方未能足额支付土地补缴款项的情况下，越秀中国将承担该等土地补缴款。
10、股东借款带来的现金流波动风险
本基金在专项计划层面设置了股东借款： 专项计划向 SPV 发放股东借款，SPV 收购项目公司后，
由项目公司反向吸收合并 SPV 并继承此项债务。 其中部分股东借款利息可以在税前扣除，有利于优化
项目公司资本结构。 但该结构存在以下风险：
（1）如未来关于股东借款利息的税前抵扣政策发生变动，或资本市场利率下行使股东借款利息的
税前抵扣额低于预期，可能导致项目公司应纳税所得额和所得税应纳税额的提高，使本基金可供分配
现金流不达预期，导致现金流波动风险。
（2）如未来关于民间借贷借款利率上限的政策或法规发生变动，导致项目公司可能不能按照《股
东借款合同》和《债权债务确认协议》的约定偿还股东借款本金和利息，使本基金现金流分配不达预
期，带来现金流波动风险。
11、银行借款风险
基金合同生效后，本基金通过特殊目的载体持有的项目公司拟保留 3.5 亿元银行贷款，保留的银
行贷款利率为五年期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下浮 122bps。 该部分银行借款还款计划为：首笔贷款
发放后第 1-3 年，每年还本分别不少于贷款本金的 1%、2%、3%；第 4-7 年每年还本不少于贷款本金的
5%，第 8-14 年每年还本不少于贷款本金的 10%，第 15 年归还全部剩余贷款本息。 每半年还本不少于
1 次。在任意年度，如累计还款高于以上约定的最低还款要求所对应的累计还款金额，当年还款比例可
以低于以上条件，但截至各年的累计还本数额不低于以上条件对应的累计还本要求。 银行借款属于公
司一般负债， 优先于本基金可供分配现金流的分配。 上述对外借款可能导致本基金存在如下特殊风
险：
（1）如未来 LPR 上行，项目公司的财务成本将有所上升，导致可供分配金额降低，进而对投资人的
投资收益产生不利影响。
（2）如项目公司经营状况发生不利变化，银行可能要求提前归还贷款本息，导致项目公司现金流
进一步减少，进而对投资人的投资收益产生不利影响。
（3）如项目公司资金不足以偿还到期债务，银行可能提起诉讼、仲裁或其他法律措施，基础设施项
目存在运营受到限制的风险。
12、运营管理机构履职风险
（1）在本基金运作期间，基础设施项目的运营业绩与运营管理机构所持续提供的服务及表现密切
相关。 如运营管理机构未能尽责履约，或其内部作业、人员管理及系统操作不当或失误，可能给基础设
施项目造成损失。
（2）在本基金运作期间，存在运营管理机构不续聘或解聘且没有合适续聘机构的可能性。 此外，运
营管理机构的相关人员可能离职并在离职后管理与本基金投资的基础设施项目存在竞争关系的项
目，对基础设施项目的业务、财务状况、经营业绩及前景可能会造成不利影响。
（3） 运营管理机构的内部监控政策及程序可能不能完全有效， 可能无法发现及防止项目公司员
工、其他第三方员工的相关违法违规行为。 若出现上述情况，可能会对本基金造成不利影响。
13、竞争性项目风险
本基金投资的基础设施项目为高速公路，在其一定距离范围内可能存在新建收费高速公路、高铁
网络的可能性，以及新建、改造升级免费通行的公路网络，如新建或改造升级国道、省道、县道网络，可
能导致运输方式产生竞争，对本基金投资的基础设施项目车流量带来分流，对车流量产生一定的不利
影响，存在一定的市场竞争风险。
14、意外事件、安全生产事故、交通事故及不可抗力给基础设施项目造成的风险
投资者应当认真阅读并完全理解基金合同第二十四部分规定的免责条款、 第二十五部分规定的
争议处理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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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不保证本基金一定盈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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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金管理人提醒投资者
基金投资的“买者自负”原则，在做出投资决策后，基金运营状况与基金净值变化引致的投资风险，由
投资者自行负担。 投资者在参与本基金相关业务前，应当认真阅读本基金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基金
产品资料概要等信息披露文件，熟悉基础设施基金相关规则，自主判断基金投资价值，自主做出投资
决策，自行承担投资风险，全面认识本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和产品特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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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身风险承受能力相适应，理性判断市场，谨慎做出投资
决策。 基金具体风险评级结果以销售机构提供的评级结果为准。
基金管理人及财务顾问可综合各种情况对发售安排做适当调整。 基金管理人及财务顾问对本基
金份额发售公告保留最终解释权。
释义
除非另有说明，下列简称在本公告中具有如下含义：
本基金
基金管理人
基金托管人
财务顾问
中国证监会
深交所
登记机构
证券业协会
本次发售
战略投资者

网下投资

公众投资者
深圳证券账户
深圳开放式基金账户
工作日
元

指华夏越秀高速公路封闭式基础设施证券投资基金
指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指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指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指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指深圳证券交易所
指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指中国证券业协会
指发售华夏越秀高速公路封闭式基础设施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份额的行为
指符合本基金战略投资者选择标准的、依法可以参与基础设施基金战略配售的主体，包
括原始权益人或其同一控制下的关联方，以及其他专业机构投资者
指依法可以参与基础设施基金网下询价的证券公司、基金管理公司、信托公司、财务公
司、保险公司、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商业银行及其理财子公司、符合规定的私募基金管
理人以及其他中国证监会认可的专业机构投资者， 以及根据有关规定参与基础设施基
金网下询价的全国社会保障基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年金基金等
指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可投资于基础设施证券投资基金的个人投资者、机构投资者、合
格境外投资者以及法律法规或中国证监会允许购买证券投资基金的其他投资者
指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开设的深圳证券交易所人民币普通股
票账户（简称“A 股账户”）或证券投资基金账户（简称“基金账户”），投资者通过深圳证
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办理基金交易、认购等业务时需持有深圳证券账户
指投资者以深圳证券账户为基础， 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注册的开放式基
金账户，投资者办理场外认购等业务时需具有开放式基金账户
指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正常交易日
指人民币元

一、询价结果及定价情况
（一）询价情况
1、总体申报情况
截至本次发售询价日截止日 2021 年 11 月 19 日 15:00， 基金管理人和财务顾问通过深交所网下
发行电子平台共收到 42 家网下投资者管理的 98 个配售对象的询价报价信息。 全部配售对象拟认购
数量总和为 288,560 万份，为初始网下发售份额数量的 45.80 倍。 配售对象的名单和具体报价情况请
见本公告“附表：投资者报价信息统计”。
2、剔除无效报价情况
经核查，有 0 家网下投资者管理的 0 个配售对象未按《华夏越秀高速公路封闭式基础设施证券投
资基金基金份额询价公告》（以下简称“
《询价公告》”）的要求提交相关资格核查文件。 有 3 家网下投资
者管理的 3 个配售对象属于禁止参与配售的关联方。 有 0 家网下投资者管理的 0 个配售对象拟认购
金额超过其提交的核查材料中的总资产或资金规模。 本次询价，上述 3 家网下投资者管理的 3 个配售
对象的报价为无效报价，基金管理人及财务顾问予以剔除，具体详见“附表：投资者报价信息统计”中
备注为“无效报价 2”的配售对象。
3、剔除无效报价后的报价情况
剔除以上无效报价后，其余 40 家网下投资者管理的 95 个配售对象全部符合《询价公告》规定的
网下投资者的条件，报价区间为 6.512 元/份-7.499 元/份，拟认购数量总和为 278,410 万份，为初始网
下发售份额数量的 44.19 倍。
（二）发售价格的确定
经统计，剔除无效报价后，所有网下投资者报价的中位数为 7.499 元/份，加权平均数为 7.301 元/
份。 基金管理人、财务顾问根据上述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并结合公募证券投资基金、公募理财产品、
社保基金、养老金、企业年金基金、保险资金、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资金等配售对象的报价情况，审慎
合理确定本基金的份额发售价格为 7.100 元/份。 该价格不高于剔除无效报价后所有符合条件的投资
者报价的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的孰低值。
（三）有效报价投资者的确定
根据《询价公告》中规定的有效报价确定方式，拟认购价格不低于基金份额发售价格 7.100 元/份，
符合基金管理人和财务顾问事先确定并公告的条件的对象为本次发售的有效报价配售对象。 本次询
价中，有 7 家网下投资者管理的 10 个配售对象申报价格低于本次基金的发售价格，具体名单详见“附
表：投资者报价信息统计”中备注为“低价未入围”的配售对象。
本次网下发售有效报价投资者数量为 34 家，管理的配售对象数量为 85 个，有效认购数量总和为
241,960 万份，具体报价信息详见“附表：投资者报价信息统计表”中备注为“有效报价”的配售对象。 有
效报价配售对象必须按照本次发售价格参与网下认购，并及时足额缴纳认购资金。
二、本次发售的基本情况
（一）发售基本情况
1、基金名称和代码：
基金全称：华夏越秀高速公路封闭式基础设施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华夏越秀高速公路 REIT
场内简称：华夏越秀高速 REIT
基金代码：180202
2、基金类型：基础设施证券投资基金
3、基金运作方式：契约型封闭式
4、基金存续期限：50 年
5、投资目标：在严格控制风险的前提下，本基金通过基础设施资产支持证券持有基础设施项目公
司全部股权，通过资产支持证券和项目公司等载体取得基础设施项目完全所有权或经营权利。 本基金
通过积极主动运营管理基础设施项目，力求实现基础设施项目现金流长期稳健增长。
6、基金份额面值：每份基金份额的面值为人民币 1.00 元。
（二）发售规模和发售结构
本次发售，初始战略配售基金份额数量为 2.10 亿份，占发售份额总数的比例为 70%。其中，原始权
益人或其同一控制下的关联方拟认购数量为 0.9 亿份，占发售份额总数的比例为 30%；其他战略投资
者拟认购数量为 1.20 亿份，占发售份额总数的比例为 40%。 网下发售的初始基金份额数量为 0.63 亿
份，占发售份额总数的比例为 21%，占扣除向战略投资者配售部分后发售数量的比例为 70%。 公众投
资者发售的初始基金份额数量为 0.27 亿份，占发售份额总数的比例为 9%，占扣除向战略投资者配售
部分后发售数量的比例为 30%。 最终战略配售、网下发售及公众投资者发售的基金份额数量由回拨机
制确定（如有）。
（三）发售价格和募集资金
基金管理人及财务顾问根据所有网下投资者报价的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 并结合市场情况及发
售风险等因素，审慎合理确定本基金发售价格为 7.100 元/份。
按发售价格 7.100 元/份和 3.00 亿份的发售份额数量计算，若本次发售成功，预计募集资金总额为
2,130,000,000 元（不含认购费用和认购资金在募集期产生的利息）。
（四）回拨机制
本基金募集期届满，公众投资者认购份额不足的，基金管理人和财务顾问可以将公众投资者部分
向网下发售部分进行回拨。 网下投资者认购数量低于网下最低发售数量的，不得向公众投资者回拨。
网下投资者认购数量高于网下最低发售数量，且公众投资者有效认购倍数较高的，网下发售部分
可以向公众投资者回拨。 回拨后的网下发售比例，不得低于本次公开发售数量扣除向战略投资者配售
部分后的 70%。
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与初始战略配售数量的差额部分（如有），可回拨至网下发售。

基金管理人、财务顾问应在募集期满的次一个交易日（或指定交易日）日终前，将公众投资者发售
与网下发售之间的回拨份额通知深圳证券交易所并公告。 未在规定时间内通知深圳证券交易所并公
告的，基金管理人、财务顾问应根据发售公告确定的公众投资者、网下投资者发售量进行份额配售。
如决定启用回拨机制，基金管理人将在有关临时公告中披露本基金的回拨情况。
（五）限售期安排
本次发售的基金份额中，网下发售及公众投资者认购的基金份额无流通限制及限售期安排，自本
次公开发售的基金份额在深交所上市之日起即可流通。 投资者使用场内证券账户认购的基金份额，可
直接参与深交所场内交易； 使用场外基金账户认购的基金份额持有人在办理跨系统转托管业务将基
金份额转托管至场内证券经营机构后，方可参与证券交易所市场的交易或申报预受要约。
原始权益人或其同一控制下的关联方参与本基金份额战略配售的比例合计不得低于本次基金份
额发售数量的 20%，其中基金份额发售总量的 20%持有期自上市之日起不少于 60 个月，超过 20%部
分持有期自上市之日起不少于 36 个月，基金份额持有期间不允许质押。 原始权益人或其同一控制下
的关联方拟卖出战略配售取得的基础设施基金份额的，应当按照相关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基础设施项目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或其同一控制下的关联方，单独适用上述规定。
基础设施项目原始权益人或其同一控制下的关联方以外的专业机构投资者参与本基金份额战略
配售的，持有本基金份额期限自上市之日起不少于 12 个月。
（六）拟上市地点
深圳证券交易所。
（七）本次发售的重要日期安排
日期

发售安排

T-3 日（T 日为发售日，3 个自然日
刊登《发售公告》、基金管理人关于战略投资者配售资格的专项核查报告、律师事
前）
务所关于战略投资者核查事项的法律意见书
（2021 年 11 月 23 日）
基金份额募集期
T 日至 L 日（L 日为募集期结束日） 网下认购时间为：9:30-15:00
（2021 年 11 月 29 日 至 2021 年 11 战略投资者认购时间为：9:30—17:00
月 30 日）
公众投资者场内认购时间为：9:30-11:30，13:00-15:00
公众投资者场外认购时间：以相关销售机构规定为准
L+1 日
（2021 年 12 月 1 日）

决定是否回拨，确定最终战略配售、网下发售、公众投资者发售的基金份额数量
及配售比例，次日公告。
会计师事务所验资、证监会募集结果备案后，刊登《基金合同生效公告》，并在符
合相关法律法规和基金上市条件后尽快办理。

L 日后

注：如无特殊说明，上述日期均为交易日，如遇重大突发事件影响本次发售，基金管理人及财务顾
问将及时公告，修改本次发售日程。
（八）认购费用
本基金在认购时收取基金认购费用。 投资者如果有多笔基金份额的认购，适用费率按单笔分别计
算。 公众投资者认购费率如下表：

场外认购费率

场内认购费率

认购金额（M）

认购费率

50 万元以下

0.6%

50 万元以上（含 50 万元）-200 万元以下

0.4%

200 万元以上（含 200 万元）-500 万元以下

0.2%

500 万元以上（含 500 万元）

每笔 1,000.00 元

深圳证券交易所会员单位应参考场外认购费率设定投资者的场内认购费率

注：本基金为封闭式基金，无申购赎回机制，不收取申购费/赎回费。场内交易费以证券公司实际收
取为准。
对于网下投资者，本基金按每笔 1000 元收取认购费；对于战略投资者，本基金不收取认购费。
本基金的认购费用应在投资者认购基金份额时收取， 不列入基金财产， 主要用于基金的市场推
广、销售、登记等基金募集期间发生的各项费用。
认购金额/认购份额的计算公式为：
1、战略投资者和网下发行投资者认购金额/认购份额的计算
（1）战略投资者采用“份额认购，份额确认”的方式。 计算公式为：
认购金额=认购份额×基金份额发行价格
认购费用=0
认购金额的计算按四舍五入方法，保留到小数点后两位，由此误差产生的收益或损失由基金资产
承担。
例：某战略投资者欲认购本基金 500 万份，经网下询价确定的基金份额发售价格为 1.050 元，该笔
认购申请被全部确认，假定该笔认购在募集期间产生利息 100 元，则其需缴纳的认购金额为：
认购金额＝5,000,000×1.050＝5,250,000 元
即：某战略投资者认购本基金 500 万份，基金份额发售价格为 1.050 元，则其需缴纳的认购金额为
5,250,000 元，该笔认购中在募集期间产生的利息 100 元将全部归入基金资产。
（2）网下投资者采用“份额认购，份额确认”的方式。 计算公式为：
认购金额=认购份额×基金份额发行价格+固定费用
认购费用=固定费用
认购费用由基金管理人收取，投资者需以现金方式缴纳认购费用。
认购金额的计算按四舍五入方法，保留到小数点后两位，由此误差产生的收益或损失由基金资产
承担。
例：某网下投资者欲认购本基金 500 万份，经网下询价确定的基金份额发售价格为 1.050 元，该笔
认购申请被全部确认， 对应的认购费为 1,000 元， 假定该笔认购中的有效认购在募集期间产生利息
100 元，则其需缴纳的认购金额为：
认购金额＝5,000,000×1.050+1,000＝5,251,000 元
即：某网下投资者认购本基金 500 万份，基金份额发售价格为 1.050 元，则其需缴纳的认购金额为
5,251,000 元，该笔认购中的有效认购在募集期间产生的利息 100 元将全部归入基金资产。
2、公众投资者认购金额/认购份额的计算
场外认购采用“金额认购，份额确认”的方式；场内认购采用“份额认购，份额确认”的方式。 投资者
最终所得基金份额为整数份。
（1）场外认购基金份额的计算
本基金场外认购采用金额认购方法。 投资者的认购金额包括认购费用和净认购金额。
1）适用比例费率时，基金份额的认购份额计算如下：
认购费用＝认购金额×认购费率／（1＋认购费率）
认购份额＝（认购金额-认购费用）／基金份额发行价格
认购确认份额=认购份额；发生比例配售时认购确认份额须根据配售比例进行计算，认购份额的
计算保留到整数位。
实际净认购金额＝认购确认份额×基金份额发行价格
实际认购费用＝实际净认购金额×认购费率，按照实际净认购金额确定对应认购费率
实际确认金额＝实际净认购金额+实际认购费用
实际确认金额的计算保留两位小数，小数点后第三位四舍五入。 实际确认金额与认购金额的差额
将退还投资者。
例：假定某投资者投资 10 万元场外认购本基金基金份额，所对应的认购费率为 0.60%，该笔认购
申请被全部确认，且该笔认购资金在募集期间产生利息 100.00 元，发行价格 1.050 元/份。 则认购份额
为：
认购费用＝认购金额×认购费率／（1＋认购费率）＝100,000×0.60%／（1＋0.60%）＝596.42 元
认购份额＝（认购金额-认购费用）／基金份额发行价格＝（100,000-596.42）／1.050＝94,670 份
认购确认份额＝认购份额＝94,670 份
实际净认购金额＝认购确认份额×基金份额发行价格＝94,670×1.050＝99,403.50 元
实际认购费用＝实际净认购金额×认购费率＝99,403.50×0.60%＝596.42 元
实际确认金额＝实际净认购金额+实际认购费用＝99,403.50＋596.42＝99,999.92 元
退还投资者差额＝认购金额-实际确认金额＝100,000-99,999.92=0.08 元
即：投资者投资 10 万元场外认购本基金基金份额，假定该笔认购申请被全部确认，且该笔认购资
金在募集期间产生利息 100 元直接划入基金资产，在基金合同生效时，投资者账户登记本基金基金份
额 94,670 份，退还投资者 0.08 元。
2）适用固定费用时，基金份额的认购份额计算如下：
认购费用＝固定费用
认购份额＝（认购金额-认购费用）／基金份额发行价格
认购确认份额=认购份额；发生比例配售时认购确认份额须根据配售比例进行计算，认购份额的
计算保留到整数位。
实际净认购金额＝认购确认份额×基金份额发行价格
实际认购费用根据实际净认购金额确定
实际确认金额＝实际净认购金额+实际认购费用
实际确认金额的计算保留两位小数，小数点后第三位四舍五入。 实际确认金额与认购金额的差额
将退还投资者。
例：假定某投资者投资 1,000 万元场外认购本基金基金份额，所对应的认购费为 1,000 元，该笔认
购申请被全部确认，且该笔认购资金在募集期间产生利息 100.00 元，发行价格 1.050 元/份。 则认购份
额为：
认购费用＝固定费用＝1,000 元
认购份额＝（认购金额-认购费用）／基金份额发行价格＝（10,000,000-1,000）／1.050＝9,522,857 份
认购确认份额=认购份额＝9,522,857 份
实际净认购金额＝认购确认份额×基金份额发行价格＝9,522,857×1.050＝9,998,999.85 元
实际认购费用＝1,000 元
实际确认金额＝实际净认购金额+实际认购费用＝9,998,999.85+1,000＝9,999,999.85 元
退还投资者差额＝认购金额-实际确认金额＝10,000,000-9,999,999.85＝0.15 元
即：投资者投资 1000 万元场外认购本基金基金份额，假定该笔认购申请被全部确认，且该笔认购
资金在募集期间产生利息 100.00 元直接划入基金资产，在基金合同生效时，投资者账户登记本基金基
金份额 9,522,857 份，退还投资者 0.15 元。
（2）场内认购基金份额的计算
本基金场内认购采用份额认购方法。
1）适用比例费率时，基金份额的认购金额计算如下：
认购金额＝基金份额发行价格×认购份额×（1＋认购费率），发生比例配售时认购确认份额须根据配
售比例进行计算，认购份额的计算保留到整数位。
认购费用＝基金份额发行价格×认购份额×认购费率，认购费率根据发行价格与认购份额乘积计算
出的金额来确定
认购金额计算结果按照四舍五入方法，保留到小数点后两位，由此误差产生的收益或损失由基金
财产承担。
例：某投资者在认购期内认购本基金份额 100,000 份，认购费率为 0.60%，假设该笔认购申请被全
部确认，认购款项在认购期间产生的利息为 100.00 元，基金份额发行价格 1.050 元，则其可得到的基
金份额数计算如下：
认购金额＝1.050×100,000×（1+0.60%）=105,630.00 元
认购费用＝1.050×100,000×0.60%=630.00 元
即：投资者场内认购本基金基金份额 100,000 份，需缴纳认购金额 105,630.00 元，在认购期结束
时，假设认购款项在认购期间产生的利息为 100.00 元直接划入基金资产，投资者账户登记有本基金基
金份额 100,000 份。
2）适用固定费用时，基金份额的认购份额计算如下：
认购金额=基金份额发行价格×认购份额+固定费用，发生比例配售时认购确认份额须根据配售比
例进行计算，认购份额的计算保留到整数位。
固定费用＝认购费用
例：假定基金份额发行价格 1.050 元/份，某投资者认购 10,000,000 份本基金基金份额，所对应的
认购费为 1,000 元，该笔认购申请被全部确认，且该笔认购资金在募集期间产生利息 100.00 元。 则认
购金额为：
认购金额=1.050×10,000,000+1,000=10,501,000 元
即：投资者场内认购本基金基金份额 10,000,000 份，需缴纳认购金额 10,501,000 元，在认购期结
束时，假设认购款项在认购期间产生的利息为 100.00 元直接划入基金资产，投资者账户登记有本基金
基金份额 10,000,000 份。
注意：1、上述举例中的“基金份额发行价格”，仅供举例之用，不代表本基金实际情况；
2、认购金额和认购费用以最终确认的认购份额为准进行计算，可能存在投资者实际认购费率高
于最初申请认购金额所对应的认购费率，最终确认份额以注册登记结果为准。
（九）以发售价格计算的基础设施项目价值及预期收益测算
本基金基金份额发售价格为 7.100 元/份，发售规模为 3.00 亿份，据此计算的基础设施项目价值为
2,130,000,000 元。 根据本基金招募说明书中披露的可供分配金额测算，本基金 2021 年预测净现金流
分派率为 7.07%（年化），2022 年预测净现金流分派率为 7.22%。
可供分配金额测算是在预测的假设前提与限制条件下编制，所依据的各种假设具有不确定性。 本
公告所述预测净现金流分派率并非基金管理人向投资者保证本金不受损失或者保证其取得最低收益
的承诺，投资有风险，投资者应自主判断基金投资价值，自行承担风险，避免因参与基础设施基金投资
遭受难以承受的损失。
三、投资者开户
（一）本基金场内认购的开户程序
投资人认购本基金时需具有深圳证券交易所 A 股账户或深圳证券交易所证券投资基金账户 （以
下简称“深圳证券账户”）。 已开立深圳证券账户的投资者可直接认购本基金，尚未开立深圳证券账户
的投资者可通过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的开户代理机构开立账户。 有关开设深圳证券账户
的具体程序和办法，请遵循各开户网点具体规定。
（二）本基金场外认购的开户程序
1、直销机构业务办理程序
（1）业务办理时间
基金管理人分公司及投资理财中心业务办理时间为：基金发售日的 8：30～17：00（周六、周日及法
定节假日不受理）。
（2）投资者在基金管理人分公司及投资理财中心开户要求
个人投资者请提供下列资料：
①本人有效身份证件（身份证、军官证、士兵证、户口本、警官证、文职证、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
证、台胞证、护照等）原件。 委托他人代办的，需提供双方当事人身份证件原件和委托人签名的授权委
托书原件。
②本人的银行卡或储蓄存折。
③填妥的《开户申请单（个人）》。
④风险承受能力调查问卷。
⑤基金管理人分公司及投资理财中心要求提供的其他有关材料。
机构投资者请提供下列资料：
①填妥的加盖单位公章的《开户申请表（机构）》。
②营业执照或注册登记证书正（副）本、组织机构代码证及税务登记证原件或加盖单位公章的复
印件。
③法人或负责人身份证件原件或加盖单位公章的复印件。
④银行开户许可证或银行出具的该机构投资者在银行开立的存款账户开户证明原件或加盖单位
公章的复印件。
⑤基金业务授权委托书（基金管理人标准文本，须加盖单位公章和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人章）。
⑥被授权人（即业务经办人）身份证件原件或加盖单位公章的复印件。
⑦《印鉴卡》（一式三份）。
⑧开通传真交易的需要签署《传真交易协议》（一式两份）。
⑨《机构投资者调查问卷》（业务经办人签字并加盖单位公章）。
⑩基金管理人分公司及投资理财中心要求提供的其他有关材料。
（3）具体业务办理规则和程序以基金管理人直销机构的规定为准，投资者填写的资料需真实、准
确，否则由此引发的错误和损失，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2、投资者在代销机构的开户与认购程序、具体业务办理时间以各代销机构的规定为准。
四、战略配售
（一）参与对象、承诺认购的基金份额数量及限售期安排
战略配售投资者，指符合本基金战略投资者选择标准的、依法可以参与基础设施基金战略配售的
主体，包括原始权益人或其同一控制下的关联方，以及其他专业机构投资者。 战略投资者需根据事先
签订的配售协议进行认购。
参与本次战略配售的投资者不得参与本次网下询价， 但依法设立且未参与本次战略配售的证券
投资基金、理财产品和其他资产管理产品除外。
本基金战略配售份额数量为 2.10 亿份，占基金发售份额总数的比例为 70%。其中，原始权益人（或
同一控制下的关联方）越秀（中国）交通基建投资有限公司认购数量为 0.90 亿份，占发售份额总数的比
例为 30%；其他战略投资者认购数量为 1.20 亿份，占发售份额总数的比例为 40%。 截至本公告发布
日，本基金战略投资者的名单和认购数量如下表所示。 战略投资者的最终名单和认购数量以《基金合
同生效公告》为准。
序号 战略投资者名称

战略投资者类 认购数量
型
（份）

1

越秀（中国）交通基建投资有限公司

原始权益人

90,000,000

2

中国保险投资基金（有限合伙）
华金证券横琴人寿基础设施策略 2 号 FOF 单一
资产管理计划
中信证券睿驰增利单一资产管理计划
工银瑞投 - 工银理财四海甄选集合资产管理计
划
光证资管诚享 7 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兴瀚资管 - 兴元 18 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招商财富 - 招银基础设施 1 号集合资产管理计
划
招商财富 - 招银基础设施 2 号集合资产管理计
划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中信证券三一尊享定制 1 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
中信证券三一尊享定制 2 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
中信证券信用掘金定制 1 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朗和基础设施策略一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富荣基金睿驰 1 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国发证投债券 1 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广州绿色基础设施产业投资基金合伙企业 （有
限合伙）

私募基金

7,500,000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广东粤海资产经营有限公司
合计

占基金 发售总
限售期安排
数量比例（%）
占基金 发售总 数
量 20% 的 部 分 限
售期 为 60 个 月 ，
30.00%
超 过 20% 的 部 分
限售期为 36 个月
2.50%
12 个月

资产管理产品 13,500,000

4.50%

12 个月

资产管理产品 7,500,000

2.50%

12 个月

资产管理产品 7,500,000

2.50%

12 个月

资产管理产品 13,500,000
资产管理产品 13,500,000

4.50%
4.50%

12 个月
12 个月

资产管理产品 4,500,000

1.50%

12 个月

资产管理产品 3,000,000

1.00%

12 个月

证券公司
资产管理产品
资产管理产品
资产管理产品
证券公司
私募基金
资产管理产品
私募基金

9,000,000
2,250,000
750,000
1,500,000
12,000,000
7,500,000
4,500,000
1,500,000

3.00%
0.75%
0.25%
0.50%
4.00%
2.50%
1.50%
0.50%

12 个月
12 个月
12 个月
12 个月
12 个月
12 个月
12 个月
12 个月

私募基金

6,000,000

2.00%

12 个月

专业机构投资
4,500,000
1.50%
者
210,000,000 70.00%

12 个月

注：限售期自本基金上市之日起开始计算。
（二）原始权益人初始持有基础设施项目权益的比例
原始权益人越秀（中国）交通基建投资有限公司初始持有基础设施项目权益的比例为 100%。 本次

D41
发售中认购基金份额数量为 0.90 亿份，占本基金首次募集总份额的比例为 30%。
（三）认购款项缴纳
1、战略投资者将通过基金管理人直销柜台参与认购，认购时间为 2021 年 11 月 29 日至 2021 年
11 月 30 日 9:30-17:00。 战略投资者可以通过场内证券账户或场外基金账户认购本基金。 如选择使用
场外基金账户认购，则在份额限售期届满后，需将所持份额转托管至场内方可进行交易。
战略投资者已与基金管理人签署战略配售协议， 将按照网下询价确定的认购价格认购其承诺的
基金份额，缴款金额=认购份额 * 基金发行价格。 具体认购金额/认购份额的计算详见本公告“二、本次
发售的基本情况”中“
（八）认购费用”。
2、所有战略投资者需根据战略投资协议的规定，在募集期内全额缴纳认购款。
3、缴款流程：
战略配售投资者认购本基金，需在募集期内，将足额认购资金汇入基金管理人指定的如下账户：
户名：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账号：11001046500053019784
开户银行名称：中国建设银行北京复兴支行
4、注意事项
（1）在本基金发行截止日的截止时间之前，若投资者的认购资金未到达基金管理人指定账户，则
投资者提交的认购申请将可被认定为无效认购。
（2）使用证券账户认购的投资者，应在汇款附言/用途/摘要/备注栏正确填写深圳证券账户信息，未
填写或填写错误的，认购申请将可被认定为无效认购。
（3）投资者必须使用其预留账户（投资者在基金管理人直销开立交易账户时登记的银行账户或提
交认购申请表上登记的银行账户）办理汇款，如使用非预留账户、现金或其他无法及时识别投资者身
份的方式汇款，则汇款资金无效。
五、网下认购
（一）参与对象
网下投资者系指依法可以参与基础设施基金网下询价的证券公司、基金管理公司、信托公司、财
务公司、保险公司、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商业银行及其理财子公司、符合规定的私募基金管理人以及
其他中国证监会认可的专业机构投资者， 以及根据有关规定参与基础设施基金网下询价的全国社会
保障基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年金基金等。
本次网下询价中，申报价格不低于 7.100 元/份，且同时符合基金管理人、财务顾问事先确定并公
告的其他条件的为有效报价配售对象。 有效报价配售对象必须按照本基金份额认购价格参与网下认
购。 有效报价配售对象名单、认购价格及认购数量请参见本公告“附表：投资者报价信息统计”。
（二）网下认购
1、网下投资者可以通过询价时所使用的账户认购本基金。
2、本次网下认购的时间为 2021 年 11 月 29 日至 2021 年 11 月 30 日每个交易日的 9:30-15:00。 基
金管理人可根据募集情况适当延长本基金的募集期限并及时公告。 网下投资者应当通过深交所网下
发行电子平台提交认购申请并同时向基金管理人完成网下认购缴款，方可认定为有效认购。
3、网下投资者的配售对象认购时，应当按照确定的认购价格填报一个认购数量，其填报的认购数
量为其在询价阶段提交的有效报价所对应的有效拟认购份额数量。
4、网下投资者及其管理的配售对象应严格遵守行业监管要求，加强风险控制和合规管理，审慎合
理确定认购数量。
5、网下认购期间，网下投资者应当使用在中国证券业协会注册的银行账户缴付全额认购资金。
6、财务顾问应于网下认购期限届满后，将网下投资者各配售对象获配情况，包括配售对象名称、
场内证券账户或场外基金账户、配售数量、配售金额、退款金额等数据上传至网下发行电子平台。 各配
售对象可通过网下发行电子平台查询其网下获配情况。
7、有效报价网下投资者提供有效报价但未参与认购或未足额认购、提交认购申报后未按时足额
缴纳认购资金以及以公众投资者参与认购等属于违规行为。 基金管理人、财务顾问发现网下投资者存
在上述情形的，将其报价或认购行为认定为无效并予以剔除，并将有关情况报告深交所。 深交所将公
开通报相关情况，并建议证券业协会对该网下投资者采取列入网下投资者黑名单等自律管理措施。
（三）网下配售基金份额
本基金发售结束后， 基金管理人和财务顾问将对进行有效认购且足额缴款的网下投资者及其管
理的有效配售对象进行全程比例配售，所有配售对象将获得相同的配售比例。
配售比例=最终网下发售份额/全部有效网下认购份额
（四）公布配售结果
基金管理人将在《基金合同生效公告》中披露本次配售结果。
（五）认购款项的缴付
1、网下认购期间，网下投资者应使用在中国证券业协会注册的银行账户向基金管理人指定银行
账户缴付全额认购资金。 如发生配售，未获配部分认购资金将于募集期结束后的 2 个工作日内退还至
原账户，敬请投资者留意。
2、缴款流程：网下投资者认购本基金，需在募集期内，将足额认购资金汇入基金管理人指定的如
下账户：
户名：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账号：11001046500053019784
开户银行名称：中国建设银行北京复兴支行
3、注意事项
（1）在本基金发行截止日的截止时间之前，若投资者的认购资金未到达基金管理人指定账户，则
投资者提交的认购申请将可被认定为无效认购。
（2）使用证券账户认购的投资者，应在汇款附言/用途/摘要/备注栏正确填写深圳证券账户信息，未
填写或填写错误的，认购申请将可被认定为无效认购。
（3）投资者应当使用其在证券业协会注册的银行账户（使用开放式基金账户认购的需使用在基金
管理人直销开立交易账户时登记的银行账户）办理汇款。
六、公众认购
（一）参与对象
公众投资者为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可投资于基础设施证券投资基金的个人投资者、机构投资者、
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和人民币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以及法律法规或中国证监会允许购买证券投资基
金的其他投资者。 公众投资者在认购本基金前应充分认识基础设施基金的风险特征，普通投资者在首
次购买本基金时须签署风险揭示书。
（二）销售机构
1、本基金场内代销机构为具有基金销售业务资格、并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和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
限责任公司认可的深圳证券交易所会员单位，具体名单如下：爱建证券、安信证券、渤海证券、财达证
券、财通证券、财信证券、长城证券、长江证券、川财证券、大通证券、大同证券、德邦证券、第一创业、东
北证券、东方财富、东方证券、东海证券、东莞证券、东吴证券、东兴证券、高华证券、方正证券、光大证
券、广发证券、国都证券、国海证券、国金证券、国开证券、国联证券、国融证券、国盛证券、国泰君安、国
信证券、国元证券、海通证券、恒泰证券、红塔证券、宏信证券、华安证券、华宝证券、华创证券、华福证
券、华金证券、华林证券、华龙证券、华融证券、华泰证券、华西证券、华鑫证券、江海证券、金元证券、九
州证券、开源证券、联储证券、民生证券、南京证券、平安证券、瑞银证券、山西证券、上海证券、申万宏
源证券、申万宏源西部证券、世纪证券、首创证券、太平洋证券、天风证券、万和证券、万联证券、网信证
券、五矿证券、西部证券、西南证券、长城国瑞、湘财证券、新时代证券、信达证券、兴业证券、银河证券、
银泰证券、英大证券、甬兴证券、粤开证券、招商证券、浙商证券、中航证券、中金财富、中金公司、中山
证券、中泰证券、中天证券、中信建投、中信山东、中信证券、中信证券华南、中银证券、中邮证券、中原
证券（排名不分先后）等。
本基金募集期结束前获得基金销售资格同时具备深圳证券交易所会员单位资格的证券公司也可
代理场内的基金份额发售。 本基金管理人将不就此事项进行公告。
尚未取得基金销售资格，但属于深圳证券交易所会员的其他机构，可在本基金上市交易后代理投
资者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参与本基金的上市交易。
2、场外直销机构
名称：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住所：北京市顺义区安庆大街甲 3 号院
办公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33 号通泰大厦 B 座 8 层
客户服务电话：400-818-6666
传真：010-63136700
联系人：张德根
网址：www.ChinaAMC.com
募集期间，投资者可以通过基金管理人北京分公司、上海分公司、深圳分公司、南京分公司、杭州
分公司、广州分公司、成都分公司，设在北京、广州的投资理财中心进行场外认购。
（1）北京分公司
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33 号通泰大厦 B 座 1 层（100033）
电话：010-88087226
传真：010-88066028
（2）北京东中街投资理财中心
地址：北京市东城区东中街 29 号东环广场 B 座一层（100027）
电话：010-64185183
传真：010-64185180
（3）北京科学院南路投资理财中心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科学院南路 9 号（新科祥园小区大门口一层）（100190）
电话：010-82523198
传真：010-82523196
（4）北京东四环投资理财中心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八里庄西里 100 号住邦 2000 商务中心 1 号楼一层（100025）
电话：010-85869755
传真：010-85869575
（5）北京望京投资理财中心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望京宏泰东街绿地中国锦 103（100102）
电话：010- 64709882
传真：010- 64702330
（6）上海分公司
地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陆家嘴环路 1318 号 1902 室（200120）
电话：021-58771599
传真：021-58771998
（7）深圳分公司
地址： 深圳市福田区莲花街道福新社区福田区福中三路与鹏程一路交汇处西南广电金融中心
40A（518000）
电话：0755-82033033
传真：0755-82031949
（8）南京分公司
地址：南京市鼓楼区汉中路 2 号金陵饭店亚太商务楼 30 层 AD2 区（210005）
电话：025-84733916
传真：025-84733928
（9）杭州分公司
地址：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杭大路 1 号黄龙世纪广场 B 区 4 层 G05、G06 室（310007）
电话：0571-89716606
传真：0571-89716611
（10）广州分公司
地址：广州市天河区珠江西路 5 号广州国际金融中心主塔写字楼 5305 房（510623）
电话：020-38461058
传真：020-38067182
（11）广州天河投资理财中心
地址：广州市天河区珠江西路 5 号 5306 房（510623）
电话：020-38460001
传真：020-38067182
（12）成都分公司
地址：成都市高新区交子大道 177 号中海国际中心 B 座 1 栋 1 单元 14 层 1406-1407 号（610000）
电话：028-65730073
传真：028-86725411
3、场外代销机构
（1）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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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鹤新
电话：010-66637271
传真：010-65550827
联系人：王晓琳
网址：www.citicbank.com
客户服务电话：95558
（2）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广东省深圳市深南东路 5047 号
办公地址：广东省深圳市深南东路 5047 号
法定代表人：谢永林
电话：0755-82088888
传真：0755-25841098
联系人：赵扬
网址：bank.pingan.com
客户服务电话：95511-3
（3）腾安基金销售（深圳）有限公司
住所：深圳市前海深港合作区前湾一路 1 号 A 栋 201 室（入驻深圳市前海商务秘书有限公司）
办公地址：深圳市南山区天海二路 33 号腾讯海滨大厦 15 楼
法定代表人：刘明军
电话：0755-86013388 转 80618
联系人：谭广锋
网址：www.tenganxinxi.com
客户服务电话：95017
（4）上海天天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住所：上海市徐汇区龙田路 190 号 2 号楼
办公地址：上海市徐汇区宛平南路 88 号金座东方财富大厦
法定代表人：其实
电话：95021
传真：021-64385308
联系人：屠彦洋
网址：www.1234567.com.cn
客户服务电话：400-181-8188
（5）浙江同花顺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住所：浙江省杭州市文二西路一号元茂大厦 903 室
办公地址：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五常街道同顺街 18 号同花顺大楼 4 层
法定代表人：凌顺平
电话：0571-88911818-8653
传真：0571-86800423
联系人：吴强
网址：www.5ifund.com
客户服务电话：400-877-3772
（6）嘉实财富管理有限公司
住所：上海市浦东新区世纪大道 8 号上海国金中心办公楼二期 53 层 5312-15 单元
办公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建国路 91 号金地中心 A 座 6 层
法定代表人：赵学军
电话：010-85097570
传真：010-85097308
联系人：余永键
网址：www.harvestwm.cn
客户服务电话：400-021-8850
（7）珠海盈米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住所：珠海市横琴新区宝华路 6 号 105 室-3491
办公地址：广东省广州市海珠区琶洲大道东 1 号保利国际广场南塔 B1201-1203
法定代表人：肖雯
电话：020-89629021
传真：020-89629011
联系人：吴煜浩
网址：www.yingmi.cn
客户服务电话：020-89629066
（8）和耕传承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住所：河南自贸试验区郑州片区（郑东）东风东路东、康宁街北 6 号楼 6 楼 602、603 房间
办公地址：北京市朝阳区酒仙桥路 6 号院国际电子城 b 座
法定代表人：王旋
电话：0371-85518396
传真：0371-85518397
联系人：胡静华
网址：www.hgccpb.com
客户服务电话：4000-555-671
（9）北京雪球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住所：北京市朝阳区阜通东大街 1 号院 6 号楼 2 单元 21 层 222507
办公地址：北京市朝阳区阜通东大街 1 号院 6 号楼 2 单元 21 层 222507
法定代表人：李楠
电话：010-61840688
传真：010-61840699
联系人：袁永姣
网址：https://danjuanapp.com
客户服务电话：400-159-9288
（10）上海华夏财富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住所：上海市虹口区东大名路 687 号一幢二楼 268 室
办公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33 号通泰大厦 B 座 8 层
法定代表人：毛淮平
电话：010-88066326
传真：010-63136184
联系人：张静怡
网址：www.amcfortune.com
客户服务电话：400-817-56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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