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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奥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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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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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月 28日
(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河北省廊坊市开发区华祥路 118号新奥科技园 B座公司会议室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0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2,114,782,3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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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4.3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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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公司副董事长于建潮先生主持会议，会议以现场会议与网络投

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张莹律师、梁静律师出席了现场会议并作见证。 会议的召
集、召开及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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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人，出席 1 人，董事长王玉锁先生、董事韩继深先生、董事蒋承宏先生、董事

张瑾女士、董事王子峥先生、董事赵令欢先生、董事郑洪弢先生、独立董事李鑫钢先生、乔钢梁先生、唐
稼松先生、张余先生因有其他工作安排未能出席本次会议；

2、 公司在任监事 3人，出席 1人，公司监事蔡福英女士、王曦女士因有其他工作安排未能出席本
次会议；

3、 董事会秘书梁宏玉女士出席本次会议；公司总会计师刘建军先生列席本次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议案名称：关于 2022-2023年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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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4,219,289 99.8512 334,000 0.1488 0 0.0000
2、 议案名称：关于 2022年度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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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401,735 95.5370 94,380,624 4.4630 0 0.0000
3、 议案名称：关于 2022年度委托理财额度预计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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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36,866,410 96.3156 77,915,949 3.6844 0 0.0000
4、 议案名称：关于 2022年度大宗商品套期保值额度预计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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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14,448,359 99.9842 334,000 0.0158 0 0.0000
5、 议案名称：关于 2022年度外汇套期保值额度预计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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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14,448,159 99.9841 334,200 0.0159 0 0.0000
(二) 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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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 2022-2023年年度日常
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224,219,289 99.8512 334,000 0.1488 0 0.0000

2 关于 2022 年度担保额度预
计的议案 317,537,604 77.0875 94,380,624 22.9125 0 0.0000

3 关于 2022 年度委托理财额
度预计的议案 334,002,279 81.0846 77,915,949 18.9154 0 0.0000

4 关于 2022 年度大宗商品套
期保值额度预计的议案 411,584,228 99.9189 334,000 0.0811 0 0.0000

5 关于 2022 年度外汇套期保
值额度预计的议案 411,584,028 99.9188 334,200 0.0812 0 0.0000

(三)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第 1项议案由出席本次会议无关联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二分之

一以上通过。第 2项议案由出席本次会议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三分之二以上通过。第 3-
5项议案由出席本次会议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半数以上通过。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
律师：张莹、梁静
2、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贵公司本次会议的通知和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上市公司股东大

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会议的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以及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和
表决结果均合法有效。

新奥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12 月 29 日

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在直销中心对养老金客户开展前端

申购费率优惠活动的公告
为更好地向养老金客户提供投资理财服务，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基金管理人”或

“本公司”）决定自 2021年 12月 30日起对通过本公司直销中心申购以下 195 只公募基金的养老金客
户的前端申购费率实行 1折优惠。 现将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适用基金范围
基金代码 基金名称
000001 华夏成长证券投资基金
001001 华夏债券投资基金
002001 华夏回报证券投资基金
288001 华夏经典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00011 华夏大盘精选证券投资基金
002011 华夏红利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288002 华夏收入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288102 华夏稳定双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519029 华夏平稳增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02021 华夏回报二号证券投资基金
000021 华夏优势增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60311 华夏蓝筹核心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LOF）
000031 华夏复兴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00041 华夏全球精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160314 华夏行业精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LOF）
001011 华夏希望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002031 华夏策略精选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00051 华夏沪深 30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
000061 华夏盛世精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01021 亚债中国债券指数基金
000071 恒生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
001061 华夏海外收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519908 华夏兴华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519918 华夏兴和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00948 华夏沪港通恒生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
001042 华夏领先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001924 华夏国企改革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02231 华夏新趋势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02230 华夏大中华企业精选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QDII）
001927 华夏消费升级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02409 华夏新活力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02229 华夏经济转型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002251 华夏军工安全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02411 华夏新机遇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02345 华夏高端制造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02604 华夏新起点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02877 华夏大中华信用精选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QDII）
002264 华夏乐享健康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02838 华夏新锦程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02871 华夏智胜价值成长股票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002833 华夏新锦绣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02980 华夏创新前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001045 华夏可转债增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501050 华夏沪港通上证 50AH优选指数证券投资基金（LOF）
002837 华夏网购精选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03301 华夏鼎融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160322 华夏港股通精选股票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LOF）
002459 华夏鼎利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002891 华夏移动互联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QDII）
160323 华夏磐泰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LOF）
003300 华夏圆和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04052 华夏鼎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003567 华夏行业景气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04046 华夏新锦顺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04061 华夏鼎隆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004048 华夏新锦汇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03697 华夏睿磐泰盛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04042 华夏鼎茂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004063 华夏恒融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004050 华夏新锦升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60324 华夏磐晟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LOF）
003834 华夏能源革新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004202 华夏睿磐泰兴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04640 华夏节能环保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004686 华夏研究精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005218 华夏聚惠稳健目标风险混合型基金中基金（FOF）
004672 华夏短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004720 华夏睿磐泰茂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05140 华夏睿磐泰荣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05177 华夏睿磐泰利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04637 华夏鼎兴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005450 华夏稳盛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05449 华夏行业龙头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05698 华夏全球科技先锋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QDII）
005534 华夏新时代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QDII）
005886 华夏鼎沛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501186 华夏兴融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LOF）
005894 华夏优势精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006248 华夏创业板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发起式联接基金
005774 华夏产业升级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06289 华夏养老目标日期 2040三年持有期混合型基金中基金（FOF）
005826 华夏潜龙精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005957 华夏聚丰稳健目标风险混合型发起式基金中基金（FOF）
006191 华夏鼎通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005888 华夏新兴消费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06196 华夏中证央企结构调整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
006668 华夏中短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006560 华夏中证四川国企改革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发起式联接基金
006665 华夏鼎康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006776 华夏鼎略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006445 华夏全球聚享证券投资基金（QDII）
006868 华夏科技成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006891 华夏养老目标日期 2050五年持有期混合型发起式基金中基金（FOF）
006620 华夏养老目标日期 2045三年持有期混合型基金中基金（FOF）
006622 华夏养老目标日期 2035三年持有期混合型发起式基金中基金（FOF）
007165 华夏中债 1-3年政策性金融债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007349 华夏科技创新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06909 战略新兴成指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发起式联接基金
007472 华夏创业板低波蓝筹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发起式联接基金
007474 华夏创业板动量成长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发起式联接基金
007186 华夏中债 3-5年政策性金融债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007505 华夏中证 AH经济蓝筹股票指数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007282 华夏鼎淳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007481 华夏逸享健康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07666 华夏鼎泓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007652 华夏稳健养老目标一年持有期混合型发起式基金中基金（FOF）
008088 华夏中证全指房地产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发起式联接基金
008298 华夏中证银行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发起式联接基金
008086 华夏中证 5G通信主题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发起式联接基金
007592 华夏价值精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07937 华夏饲料豆粕期货交易型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发起式联接基金
009010 华夏兴阳一年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09011 华夏睿阳一年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07994 华夏中证 500指数增强型证券投资基金
007992 华夏中证全指证券公司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发起式联接基金
009082 华夏鼎佳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008199 华夏粤港澳大湾区创新 10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发起式联接基金
008266 华夏鼎明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008308 华夏见龙精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08947 华夏鼎源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008887 华夏国证半导体芯片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发起式联接基金
008585 华夏中证人工智能主题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发起式联接基金
008857 华夏鼎航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008701 华夏黄金交易型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发起式联接基金
010020 华夏线上经济主题精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08916 华夏中证浙江国资创新发展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
009445 华夏上海清算所 1-3年高等级国企中期票据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009922 华夏鼎富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010305 华夏创新驱动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10014 华夏鼎清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010191 华夏鼎信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010680 华夏新兴成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010333 华夏核心资产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11282 华夏消费龙头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11278 华夏内需驱动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11612 华夏上证科创板 50成份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发起式联接基金
010281 华夏保守养老目标一年持有期混合型发起式基金中基金（FOF）
010979 华夏鼎润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010969 华夏安阳 6个月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10692 华夏核心价值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10971 华夏永鑫六个月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11745 华夏养老目标日期 2055五年持有期混合型发起式基金中基金（FOF）
012099 华夏稳健增利 4个月滚动持有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011911 华夏消费优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10977 华夏鸿阳 6个月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12208 华夏港股前沿经济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QDII）
012428 华夏核心制造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11743 华夏兴源稳健一年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12447 华夏互联网龙头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12170 华夏永顺一年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12719 华夏新兴经济一年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12098 华夏成长机会一年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13233 华夏中证 500指数智选增强型证券投资基金
012885 华夏中证光伏产业指数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011936 华夏阿尔法精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11262 华夏鼎英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011624 华夏卓享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011930 华夏时代前沿一年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13310 华夏中证科创创业 5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发起式联接基金
012768 华夏中证动漫游戏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发起式联接基金
013013 华夏中证新能源汽车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发起式联接基金
013171 华夏恒生互联网科技业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发起式联接基金（QDII）
012776 华夏聚鑫优选六个月持有期混合型基金中基金（FOF）
013395 华夏新能源车龙头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011361 华夏博锐一年持有期混合型管理人中管理人（MOM）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012421 华夏优加生活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11913 华夏永泓一年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13402 华夏恒生科技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发起式联接基金（QDII）
013780 华夏鼎丰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012981 华夏创新医药龙头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13626 华夏周期驱动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013467 华夏安盈稳健养老目标一年持有期混合型基金中基金（FOF）
013605 华夏中证内地低碳经济主题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发起式联接基金
013125 华夏中证细分食品饮料产业主题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发起式联接基金
012121 华夏永润六个月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13962 华夏创新视野一年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13389 华夏成长先锋一年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02552 华夏恒利 3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004979 华夏鼎诺三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004921 华夏鼎瑞三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004923 华夏鼎祥三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005213 华夏鼎旺三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005407 华夏鼎泰六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005364 华夏鼎顺三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005791 华夏鼎福三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005862 华夏鼎禄三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007576 华夏鼎琪三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007591 华夏恒益 18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004639 华夏恒慧一年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008856 华夏安泰对冲策略 3个月定期开放灵活配置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009697 华夏成长精选 6个月定期开放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009686 华夏磐利一年定期开放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10016 华夏科技前沿 6个月定期开放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10106 华夏核心科技 6个月定期开放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09837 华夏磐锐一年定期开放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二、养老基金客户范围
通过本公司直销中心申购的养老金客户范围如下（非养老金客户指除养老金客户外的其他投资

者）：
养老金客户包括全国社会保障基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企业年金、职业年金以及养老目标基金、

个人税收递延型商业养老保险、养老理财、专属商业养老保险、商业养老金等第三支柱养老保险相关
产品。 如将来出现经监管部门认可的新的养老金类型，基金管理人可通过招募说明书更新或发布临时
公告将其纳入养老金客户范围。

三、申购优惠费率
自 2021 年 12 月 30 日起，养老金客户通过本公司直销中心申购上述 195 只基金（仅限人民币销

售币种），其前端申购费率将在各基金招募说明书（更新）中规定的相应前端申购费率基础上实行 1 折
优惠，固定申购费不设优惠。

投资者可登录基金管理人网站（www.ChinaAMC.com）查阅各基金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基金产品
资料概要及其更新，如有疑问，投资者可登录基金管理人网站或拨打基金管理人客户服务电话（400-
818-6666）了解、咨询相关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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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一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旗下基金投资关联方承销证券的公告
根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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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相关

法律法规、各基金基金合同及招募说明书等规定，在履行规定审批程序并经基金托管人同意后，华夏
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旗下部分公募基金参与了中国移动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
移动”）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的网上申购。 本公司控股股东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为中
国移动本次发行的联席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之一，本公司旗下部分公募基金托管人中国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的重大关联方中银国际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为中国移动本次发行的联席主承销商之一。 中
国移动本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57.58元/股，由发行人和联席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联席主承销商
根据初步询价结果，综合考虑发行人基本面、可比公司估值水平、所处行业、市场情况、募集资金需求
及承销风险等因素协商确定。 本公司旗下部分公募基金参与中国移动本次发行网上申购的相关信息
如下：

基金名称 获配证券
名称

获配数量
（股）

获配金额
（元）

华夏养老目标日期 2040三年持有期混合型基金中基金（FOF） 中国移动 1,000 57,580.00
华夏永鑫六个月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中国移动 1,000 57,580.00
华夏行业精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LOF） 中国移动 1,000 57,580.00
华夏研究精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中国移动 1,000 57,580.00
华夏中证光伏产业指数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中国移动 1,000 57,580.00
华夏中证新能源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中国移动 1,000 57,580.00
华夏中证装备产业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中国移动 1,000 57,580.00

华夏中证人工智能主题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发起式联
接基金 中国移动 1,000 57,580.00

华夏中证新材料主题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中国移动 1,000 57,580.00
华夏回报二号证券投资基金 中国移动 1,000 57,580.00
华夏科技成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中国移动 1,000 57,580.00
华夏沪深 30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 中国移动 1,000 57,580.00
华夏鼎融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中国移动 1,000 57,580.00
华夏翔阳两年定期开放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中国移动 1,000 57,580.00
华夏新锦顺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中国移动 1,000 57,580.00
华夏新能源车龙头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中国移动 1,000 57,580.00
华夏新活力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中国移动 1,000 57,580.00
华夏新机遇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中国移动 1,000 57,580.00

特此公告
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二一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旗下基金投资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公告
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旗下基金参加了云南铝业股份有限公司（证券简称：

云铝股份，代码：000807）非公开发行 A股股票的认购。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基金投资非公开发行股
票等流通受限证券有关问题的通知》等有关规定，本公司现将旗下公募基金投资云铝股份本次非公开
发行 A股股票的相关信息公告如下：
基金
名称 证券名称 认购数量

（股）
总成本
（元）

总成本占基金
资产净值比例

账面价值
（元）

账面价值占
基金资产净
值比例

限售期

华夏兴融灵活配置
混合型证券投资基
金（LOF）

云铝股份 1,132,503.00 10,000,001.49 0.80% 11,528,880.54 0.93% 6个月

华夏收入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 云铝股份 1,132,503.00 10,000,001.49 0.40% 11,528,880.54 0.46% 6个月

注：基金资产净值、账面价值为 2021年 12月 27日数据。
特此公告

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二一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旗下部分开放式基金新增代销机构的

公告
自 2021年 12月 29日起，投资者可在华创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华创证券”）和中航证券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航证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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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增上线代销机构及对应基金明细
基金代码 基金简称 销售机构
004042 华夏鼎茂债券 A

华创证券
004043 华夏鼎茂债券 C
006668 华夏中短债债券 A
006669 华夏中短债债券 C
004202 华夏睿磐泰兴混合 中航证券

如上述基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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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资者在各销售机构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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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销售机构的有关规定。 销售机构的业务办理状况亦请遵循其
各自规定执行。

二、 咨询渠道
销售机构名称 网址 客户服务电话
1 华创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http://www.hczq.com/ 4008-6666-89
2 中航证券有限公司 www.avicsec.com 95335

投资者可拨打本公司客户服务电话（400-818-6666）或登录本公司网站（www.ChinaAMC.com）了解
相关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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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〇二一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DD552021 年 12 月 29 日 星期三 DISCLOSURE信息披露制作 李 波
电话：010-83251716 Ｅ－ｍａｉｌ押zqrb9@zqrb.sina.net

蜂巢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旗下部分基金
增加上海基煜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为代销机构并参加其费率优惠活动的公告
根据蜂巢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下称“本公司”）与上海基煜基金销售有限公司（下称“基煜基金”）签

署的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销售协议，基煜基金将自 2021年 12 月 29 日（含）起销售本公司旗下部分基
金，并对该部分基金实行基金申购费率优惠活动。

一、费率优惠
1.适用基金

基金名称 基金简称 基金代码
蜂巢添盈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A 蜂巢添盈纯债 A 008566
蜂巢添盈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C 蜂巢添盈纯债 C 008567
蜂巢添鑫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A 蜂巢添鑫纯债 A 007184
蜂巢添鑫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C 蜂巢添鑫纯债 C 007185

2.费率优惠内容
代销机构名称 上海基煜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申购费率优惠折扣 1�折
申购费率优惠内容 实收申购费率 =原申购费率×0.1

联系方式 客服电话：400-820-5369
公司网址：https://www.jigoutong.com

注：原申购费率为固定费用的，则按原申购费率执行。 基金原费率请详见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
明书（更新）等法律文件，以及本公司发布的最新业务公告。

3.费率优惠期限
自 2021年 12月 29日起（含），结束日期以基煜基金公告为准。
二、重要提示
1.后续本公司新增通过基煜基金代销的基金产品，则自该基金产品开放申（认）购当日起，该基金

费率优惠活动以基煜基金公告为准。
2. 费率优惠活动仅适用于本公司产品在基煜基金处于正常申购期的基金产品的前端收费模式的

申购手续费及处于基金募集期的基金认购费。
3.费率优惠仅适用于本公司产品在基煜基金申（认）购业务的手续费，不包括基金赎回、转换业务

等其他业务的手续费。
4.费率优惠活动解释权归基煜基金所有，有关优惠活动的开展时间及具体规定如有变化，敬请投

资者留意基煜基金的有关公告。
5.费率优惠期间，业务办理的流程以基煜基金的规定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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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相关法律文件。
三、投资者可通过本公司及基煜基金的客服热线或网站咨询有关详情，具体途径如下：

机构名称 网址 客服热线

蜂巢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www.hexaamc.com 400-100-3783

上海基煜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https://www.jigoutong.com 400-820-5369
四、风险提示
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为原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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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提醒投资者，投资基金
前应认真阅读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法律文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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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投资者的风险承受能力相适应。 敬请投资
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蜂巢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二一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证券代码：600605 证券简称：汇通能源 公告编号：临 2021-053

上海汇通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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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上海汇通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于 2021 年 12 月 24

日以邮件形式发出通知，于 2021年 12月 27日以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应参会董事 7名，实
际参会董事 7名。 本次会议由董事长杨张峰先生主持，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公
司章程》及《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审议，会议作出如下决议：
1. 审议通过《关于增加 2021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同意增加公司 2021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
表决结果：同意 3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公司关联董事杨张峰先生、赵永先生、孙中启先生及路

向前先生回避表决本议案。
本议案已经独立董事发表同意的事前认可意见及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上海汇通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12 月 2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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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汇通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增加 2021 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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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内容提示：
● 本事项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 增加的关联交易预计属正常经营业务，不影响上海汇通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独立性，亦不会对关联方产生依赖性。
一、关联交易审议程序
1. 董事会表决情况和关联董事回避情况
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以 3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增加 2021 年

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关联董事杨张峰先生、赵永先生、孙中启先生及路向前先生回避表决，由
独立董事单独表决通过。

2. 本次交易在董事会审议批准前已取得公司独立董事的事前认可。
3. 公司独立董事已就本次关联交易事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具体如下：
“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的《关于增加 2021 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符

合《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程序合法、合规。
“我们同意该议案内容。 ”
4. 公司审计委员会对本次关联交易事项发表了书面意见，具体如下：
“《关于增加 2021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所涉及的关联交易事项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

等法律、法规的规定，程序合法、合规。 同意增加 2021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 ”
二、增加 2021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
为支持公司业务发展，公司 2021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拟增加提供劳务 670万元。 具体内容如下：
单位：万元

关联方名称 交易内容 定 价 原
则 定价方法 2021 年 原

预计交易额
2021 年 预 计
增加交易额

2021 年 1-11
月实际交易额

郑州绿都不动产有限公司 商业管理服务 市场价 参考市场价 450 500 171
上海绿鑫置业有限公司 商业管理服务 市场价 参考市场价 150 81
洛阳绿畅置业有限公司 商业管理服务 市场价 参考市场价 20 0
合计 450 670 252

三、关联方信息
1. 郑州绿都不动产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10100750714360F

法定代表人：路向前
注册资本：3,000万元
注册地址：郑州市二七区德化街 100号 3层 B305号
营业范围：房地产开发；房屋租赁
股东情况：郑州绿都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持股 100%
关联关系：同一实际控制人控制下的子公司
主要财务数据：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总资产 72,794 万元，净资产 4,003 万元，2020 年实现营

业收入 1,997万元，净利润 242万元，上述财务数据已经审计。
2. 上海绿鑫置业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10113MA1GK41A1H
法定代表人：路向前
注册资本：10,000万元
注册地址：上海市崇明区港西镇三双公路 1021号 10幢W1005室(上海津桥经济开发区)
营业范围：房地产开发；房地产销售；建筑装饰材料、百货的销售；房地产经纪。
股东情况：郑州绿都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持股 100%
关联关系：间接控股股东控制下的子公司
主要财务数据：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总资产 13,053 万元，净资产 9,517 万元，2020 年实现营

业收入 0万元，净利润-467万元，上述财务数据已经审计。
3. 洛阳绿畅置业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10300MA47B21A40
法定代表人：王雅峰
注册资本：5,000万元
注册地址：洛阳市洛龙区开元大道与子美街交叉口东北角
营业范围：房地产开发与经营（凭有效资质证经营），房屋租赁
股东情况：郑州绿都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持股 100%
关联关系：间接控股股东控制下的子公司
主要财务数据：截至 2020年 12月 31日，总资产 111,813万元，净资产 4,974 万元，2020 年实现营

业收入 0万元，净利润-26万元，上述财务数据已经审计。
四、关联交易主要内容及定价政策
关联交易主要内容为提供劳务。
关联交易的定价遵循公平合理的原则，按照市场价或参考市场价的协议价进行交易。
五、关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公司与上述关联方之间的关联交易，能充分利用关联方拥有的资源和优势，发挥协同效应，促进

双方主业发展。
上述关联交易的定价遵循公平合理的原则，不存在有失公允或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

股东的利益的情形，双方不会构成利益侵害或利益输送。 日常关联交易属于正常经营业务，不影响本
公司独立性，亦不会对关联方产生依赖性。

特此公告。
上海汇通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12 月 2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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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汇通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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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上海汇通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十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于 2021 年 12 月 24

日以邮件形式发出通知，于 2021年 12月 27日以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应参会监事 3名，实
际参会监事 3名。 本次会议由监事会主席周拥军先生主持，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程序符合《公
司法》《公司章程》及《监事会议事规则》的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审议，会议作出如下决议：
1. 审议通过《关于增加 2021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3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特此公告。

上海汇通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1 年 12 月 29 日

前海开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调整旗下部分证券投资基金
通过上海天天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办理业务最低限额的公告
为答谢广大客户长期以来给予的信任与支持，前海开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经与上海天天基金销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天基金”）协商一致，自 2021 年 12 月 29 日起，调整本
公司旗下部分证券投资基金通过天天基金办理申购（不含定投）的单笔交易的最低限额。 具体内容如
下：

一、适用基金
本公司旗下在天天基金销售的开放式基金及未来本公司新增通过天天基金销售的开放式基金(中

登 TA产品除外)。
二、调整内容
自 2021 年 12 月 29 日起，投资者在天天基金办理本公司上述基金的申购业务（不含定投），最低

单笔首次申购金额及追加申购金额调整为人民币 1元（含）。 如有基金上述业务最低限额低于 1元，则
维持其原最低限额不变。 业务开始或结束办理的具体时间及具体程序、规则以天天基金的有关规定为
准。

三、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
1、上海天天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95021；4001818188
网址：www.1234567.com.cn
2、前海开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4001-666-998
网址：www.qhkyfund.com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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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资者投资于本公司旗下基金前应认真阅读各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基金
产品资料概要及其更新。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投资者投资于货币市场基金并不等于将资金作为存款存放在银行或存款类金融机构， 基金的过
往业绩并不预示其未来表现， 基金管理人管理的其他基金的业绩并不构成对货币市场基金表现的保
证。

养老目标基金的名称中包含“养老目标”字样，不代表基金收益保障或其他任何形式的收益承诺，
基金管理人在此特别提示投资者：投资者投资于养老目标基金不保本，可能发生亏损。

基金名称仅表明本基金可以通过港股通机制投资港股， 基金资产对港股标的投资比例会根据市
场情况、投资策略等发生较大的调整，存在不对港股进行投资的可能。

特此公告
前海开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1 年 12 月 29 日

泰康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关于调整旗下部分开放式基金

在宜信普泽（北京）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最低申购金额、追加申购最低金额、

赎回最低份额和持有最低限额的公告
为更好地满足广大投资者的理财需求，经与宜信普泽（北京）基金销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宜信

普泽”）协商一致，泰康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决定自 2021 年 12 月 29 日起，对
通过宜信普泽办理本公司旗下部分开放式基金最低申购（含定期定额投资）金额、追加申购最低金额、
赎回最低份额和持有最低限额进行调整。 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 适用基金范围
适用于目前本公司旗下在宜信普泽销售的开放式基金（货币基金除外）。
二、 调整方案：
管理人对前述适用基金范围内的基金最低申购（含定期定额投资）金额、追加申购最低限额、赎回

最低份额和持有最低限额进行调整如下：
调整后

最低申购金额（元） 1
追加申购最低金额（元） 1

赎回最低份额（份） 1
持有最低限额（份） 1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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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泰康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客服电话：4001895522
网址：www.tkfunds.com.cn
四、 重要提示
1. 本业务调整公告解释权归宜信普泽所有。
2. 上述业务调整期间，业务办理的具体时间、流程以销售机构规定为准。
风险提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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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的过往业绩并不预示其未来表现。投资有风险，敬请投资人于投资
前认真阅读相关基金的基金合同、基金招募说明书和招募说明书（更新）等法律文件，并选择适合自己
风险承受能力的投资品种进行投资。

特此公告。

泰康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2021 年 12 月 29 日

富荣富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经理变更公告

送出日期：2021年 12月 29日
1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富荣富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富荣富乾债券
基金主代码 004792
基金管理人名称 富荣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基金经理注册登记规则》
基金经理变更类型 增聘基金经理
新任基金经理姓名 黄祥斌
共同管理本基金的其他基金经理姓名 王丹

2 新任基金经理的相关信息
新任基金经理姓名 黄祥斌
任职日期 2021-12-27
证券从业年限 15
证券投资管理从业年限 15

过往从业经历

2017年 3月 -2021年 6月，任北信瑞丰基金权益投资二部总经理、
公司投资决策委员会委员；2015 年 12 月 -2016 年 12 月任九泰基
金基金经理、 权益投资总监、 投资决策委员会委员；2012 年 10 月
-2015年 8月任益民基金基金经理、投资决策委员会委员、研究员、
基金经理助理；2007年 8月 -2012年 10月任信达证券研究所首席
策略分析师、资产管理部投资经理。

其中：管理过公募基金的名称及期间
基金主代码 基金名称 任职日期 离任日期
000410 益民服务领先 2013-12-13 2015-08-04
001305 九泰天富改革 2015-12-08 2016-12-23
001866 北信瑞丰新成长 2017-09-07 2021-06-17
004829 北信瑞丰兴瑞 2017-09-18 2021-06-17
002194 北信瑞丰稳定增强 2018-01-18 2021-06-17
005376 北信瑞丰华丰 2018-03-26 2021-06-17
004557 北信瑞丰鼎丰 2019-11-13 2021-06-17
006109 富荣价值精选混合 2021-11-12 -
是否曾被监管机构予以行政处罚或采取行政监管措施 否
是否已取得基金从业资格 是
取得的其他相关从业资格 -
国籍 中国
学历、学位 研究生学历、硕士学位
是否已按规定在中国基金业协会注册 /登记 是

3 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本公司已将上述基金经理变更事项报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办理相关手续。

富荣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1 年 12 月 29 日

关于汇添富全球消费行业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 2022 年境外市场节假日

暂停申购、赎回等业务的公告
根据《汇添富全球消费行业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规定，汇添富全球消费行业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申购和赎回的开放日为上海证券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和本基金投资的主要境外市场
同时交易的工作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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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保障基金平稳运作，方便投资者办理基金申购、赎回等业务，汇添富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决定，除上海和深圳证券交易所因国内节假日休市外，2022年下列境外主要市场节假日或非交易清算
日，本基金将暂停申购、赎回、定期定额投资、转换等业务，并自下列节假日或非交易清算日的下一开
放日恢复（原先未开放的业务不作暂停与恢复），届时不再另行公告。 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 适用基金

序号 基金代码 基金简称

1 006308 添富全球消费混合(QDII)人民币 A

2 006309 添富全球消费混合(QDII)人民币 C

3 006310 添富全球消费混合(QDII)美元现汇

二、 暂停时间安排

日期 美国节假日 /非交易清算日 香港节假日 /非交易清算日
2022年 01月 17日 √
2022年 02月 21日 √
2022年 04月 15日 √ √
2022年 04月 18日 √
2022年 05月 09日 √
2022年 05月 30日 √
2022年 06月 20日 √
2022年 07月 01日 √
2022年 07月 04日 √
2022年 09月 05日 √
2022年 11月 24日 √
2022年 11月 25日 √
2022年 12月 26日 √ √
2022年 12月 27日 √

注：上述日期已剔除和国内公休假、法定节假日重合的日期。
若以上市场节假日或交易清算日发生变化，或根据将来法律法规和基金合同的约定，本基金需要

调整申购、赎回等业务安排的，本公司将另行公告。
投资者可登录本公司网站(www.htffund.com)或拨打本公司客服热线（400－888－9918）咨询相关情

况。
汇添富基金高度重视投资者服务和投资者教育， 特此提醒投资者需正确认知基金投资的风险和

长期收益，做理性的基金投资人，做明白的基金投资人，享受长期投资的快乐！
特此公告。

汇添富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 12 月 29 日

平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旗下部分基金
新增诺亚正行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为销售机构的公告
根据平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与诺亚正行基金销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诺亚

正行”)签署的销售协议，本公司自 2021年 12月 29日起新增诺亚正行销售本公司旗下部分基金，现将
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自 2021年 12月 29日起，投资者可通过诺亚正行办理下表中对应基金的开户、申购、赎回、定
投等业务。
编
号

基金
代码 基金名称 定 投 业

务 转换业务 是否参加费
率优惠

1 012470 平安财富宝货币市场基金（C类份额） 开通 不开通 参加

2 005868 平安 MSCI 中国 A 股国际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接
基金(A类份额) 开通 不开通 参加

3 005869 平安 MSCI 中国 A 股国际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接
基金(C类份额) 开通 不开通 参加

4 007048 平安安心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C类份额) 开通 不开通 参加
5 007893 平安估值精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份额) 开通 不开通 参加
6 007894 平安估值精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C类份额) 开通 不开通 参加
7 006457 平安估值优势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份额) 开通 不开通 参加
8 006458 平安估值优势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C类份额) 开通 不开通 参加
9 006932 平安 0-3年期政策性金融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份额) 开通 不开通 参加
10 006933 平安 0-3年期政策性金融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C类份额) 开通 不开通 参加
11 006934 平安 3-5年期政策性金融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份额) 开通 不开通 参加
12 006935 平安 3-5年期政策性金融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C类份额) 开通 不开通 参加
13 007859 平安 5-10年期政策性金融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份额) 开通 不开通 参加
14 007860 平安 5-10年期政策性金融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C类份额) 开通 不开通 参加
15 005754 平安短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份额) 开通 不开通 参加
16 005755 平安短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C类份额) 开通 不开通 参加
17 005756 平安短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E类份额) 开通 不开通 参加
18 006097 平安高等级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份额) 开通 不开通 参加

19 009406 平安高等级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C类份额) 开通 不开通 参加

20 005895 平安合丰定期开放纯债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不开通 不开通 参加

21 005896 平安合慧定期开放纯债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不开通 不开通 参加

22 006412 平安合锦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不开通 不开通 参加

23 012418 平安合进 1年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不开通 不开通 参加

24 009148 平安合聚 1年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不开通 不开通 参加

25 009012 平安创业板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A类份额) 开通 不开通 参加

26 009013 平安创业板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C类份额) 开通 不开通 参加

二、重要提示
定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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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销售机构于每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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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述列表开通定投业务的基金每期最低扣款金额以基金公告为准，销售机构可根据需要设
置等于或高于基金公告要求的最低扣款金额，具体最低扣款金额以销售机构的规定为准。

三、费率优惠
投资者通过诺亚正行申购或定期定额申购上述基金，享受费率优惠，优惠活动解释权归诺亚正行

所有，请投资者咨询诺亚正行。 本公司对其申购费率、定期定额申购费率业务的申购补差费率均不设
折扣限制，优惠活动的费率折扣由诺亚正行决定和执行，本公司根据诺亚正行提供的费率折扣办理，
若费率优惠活动内容变更，以诺亚正行的活动公告为准，本公司不再另行公告。

四、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
1、诺亚正行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4008-215-399
网址：www.noah-fund.com
2、平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400－800－4800
网址：fund.pinga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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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招募说明书》等基
金法律文件，全面认识基金产品的风险收益特征，在了解产品情况及听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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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此公告
平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1 年 12 月 29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