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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士康工业互联网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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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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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 6月 23日
(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高新技术产业园区南区科苑大道与学府路交汇处高新

区联合总部大厦 44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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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9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17,337,074,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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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7.27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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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会议现场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由董事长李军

旗先生主持。 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符合《公司法》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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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人，出席 6人；
2、 公司在任监事 3人，出席 3人；
3、 公司董事会秘书郭俊宏出席本次会议；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丁肇邦、王自强、熊毅列席。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议案名称：关于《富士康工业互联网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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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333,748,488 99.9808 1,370,600 0.0079 1,955,903 0.0113

2、 议案名称：关于《富士康工业互联网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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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333,720,188 99.9806 1,403,600 0.0080 1,951,203 0.0114

3、 议案名称：关于《富士康工业互联网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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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333,749,488 99.9808 1,375,300 0.0079 1,950,203 0.0113

4、 议案名称：关于《富士康工业互联网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度财务决算报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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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333,494,388 99.9793 1,630,400 0.0094 1,950,203 0.0113

5、 议案名称：关于《富士康工业互联网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度利润分配预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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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331,773,691 99.9694 3,997,100 0.0230 1,304,200 0.0076

6、 议案名称：关于富士康工业互联网股份有限公司 20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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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9,033,496 99.0028 6,278,700 0.9881 57,100 0.0091

7、 议案名称：关于续聘富士康工业互联网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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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315,042,548 99.8729 20,076,140 0.1157 1,956,303 0.0114

8、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为境外全资子公司融资提供担保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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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334,112,191 99.9829 1,658,600 0.0095 1,304,200 0.0076

9、 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富士康工业互联网股份有限公司章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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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334,455,491 99.9848 2,562,400 0.0147 57,100 0.0005

10、 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富士康工业互联网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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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203,299,650 99.2283 132,275,441 0.7629 1,499,900 0.0088

11、 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富士康工业互联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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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203,119,750 99.2273 132,453,441 0.7639 1,501,800 0.0088

12、 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富士康工业互联网股份有限公司财务资助管理制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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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203,141,050 99.2274 131,132,141 0.7563 2,801,800 0.0163

13、 议案名称：关于《富士康工业互联网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员工持股计划（草案）》及摘要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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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308,831,823 99.8370 28,012,068 0.1615 231,100 0.0015

14、 议案名称：关于《富士康工业互联网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员工持股计划管理办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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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308,534,323 99.8353 28,489,668 0.1643 51,000 0.0004

15、 议案名称：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及其授权人士办理公司 2022 年员工持股计划有关事
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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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308,992,423 99.8380 28,082,568 0.1620 0 0

(二) 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1、 关于选举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
表决权的比例（%） 是否当选

16.01
关于提名刘俊杰先生为
富士康工业互联网股份
有限公司董事候选人的
议案

17,328,148,869 99.9485 是

(三) 现金分红分段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持股 5%以上普通股
股东 16,103,844,585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持股 1%-5%普通股股
东 597,861,110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持股 1%以下普通股
股东 630,067,996 99.1656 3,997,100 0.6290 1,304,200 0.2054

其中: 市值 50 万以下
普通股股东 177,123,160 99.7954 358,900 0.2022 4,200 0.0024

市值 50万以上普通股
股东 452,944,836 98.9215 3,638,200 0.7945 1,300,000 0.2840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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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关于《富士康工业互
联网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度利润分配预
案》的议案

1,227,929,106 99.5701 3,997,100 0.3241 1,304,200 0.1058

6
关于富士康工业互联
网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
计的议案

629,033,496 99.0028 6,278,700 0.9881 57,100 0.0091

7
关于续聘富士康工业
互联网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度会计师事务
所的议案

1,211,197,963 98.2134 20,076,140 1.6279 1,956,303 0.1587

8
关于公司为境外全资
子公司融资提供担保
的议案

1,230,267,606 99.7597 1,658,600 0.1344 1,304,200 0.1059

13

关于《富士康工业互
联网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员工持股计划
（草案）》 及摘要的议
案

1,204,987,238 97.7098 28,012,068 2.2714 231,100 0.0188

14
关于《富士康工业互
联网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员工持股计划
管理办法》的议案

1,204,689,738 97.6856 28,489,668 2.3101 51,000 0.0043

15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
授权董事会及其授权
人士办理公司 2022
年员工持股计划有关
事项》的议案

1,205,147,838 97.7228 28,082,568 2.2772 0 0.0000

16.01
关于提名刘俊杰先生
为富士康工业互联网
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候
选人的议案

1,224,304,284 99.2761

(五)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股东大会议案均已获得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或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1/2 以上审议

通过，议案 9已获得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或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2/3以上审议通过。
关联股东 Ambit Microsystems Cayman）Ltd.、Rich Pacific Holdings Limited、Hampden Investments Limited、

鸿富锦精密工业 （深圳） 有限公司、Argyle Holdings Limited、Joy Even Holdings Limited、China Galaxy
Enterprises Limited、鸿富锦精密电子（郑州）有限公司、富泰华工业（深圳）有限公司、Robot Holding Co., Ltd.、
Star Vision Technology Limited 等对本次股东大会第 6 项议案回避表决； 与公司 2022 年员工持股计划有利
害关系的自然人股东对本次股东大会第 13-15项议案回避表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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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群基、龙航宇
2、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

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和《富士康工业互联网股份有限公
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及临时提案的提案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
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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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富士康工业互联网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 6 月 24 日

中融新经济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A 类份额)基金产品资料概要更新

编制日期：2022年 06月 15日
送出日期：2022年 06月 24日
本概要提供本基金的重要信息，是招募说明书的一部分。
作出投资决定前，请阅读完整的招募说明书等销售文件。
一、 产品概况

基金简称 中融新经济混合 基金代码 001387

下属基金简称 中融新经济混合 A 下属基金代码 001387

基金管理人 中融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基金合同生效日 2015年 11月 17日 上市交易所及上市日期 暂未上市

基金类型 混合型 交易币种 人民币

运作方式 普通开放式 开放频率 每个开放日

基金经理 开始担任本基金基金经理的日期 证券从业日期

甘传琦 2020年 03月 09日 2010年 07月 14日

二、 基金投资与净值表现
（一）投资目标与投资策略

投资目标 本基金通过对股票、债券等金融资产的动态灵活配置，精选新经济主题优质个股和券种，合理控制风险
并保持良好流动性的前提下，力争实现基金资产的长期稳定增值，力求为投资者获取超额回报。

投资范围

本基金的投资对象是具有良好流动性的金融工具，包括国内依法发行上市的股票（包括中小板、创业板
及其他经中国证监会核准上市的股票）、权证、股指期货等权益类金融工具，以及债券等固定收益类金融
工具（包括国债、金融债券、地方政府债、央行票据、短期融资券、超短期融资券、中期票据、企业债券、公
司债券、可转换公司债券（含可分离交易可转债）、可交换公司债券、中小企业私募债券、资产支持证券、
次级债、债券回购、银行存款、货币市场工具等）、国债期货及法律法规或中国证监会允许基金投资的其
他金融工具（但须符合中国证监会的相关规定）。
如法律法规或监管机构以后允许基金投资其他品种，基金管理人在履行适当程序后，可以将其纳入投资
范围。
基金的投资组合比例为：股票投资占基金资产的比例范围为 0-95%，其中，投资于新经济主题相关的上
市公司股票的比例不低于非现金基金资产的 80%；债券、权证、中期票据、中小企业私募债、现金、货币市
场工具和资产支持证券及法律法规或中国证监会允许基金投资的其他金融工具占基金资产的比例为
5%-100%，权证投资比例为基金资产净值的 0-3%。 本基金每个交易日日终在扣除股指期货和国债期货
合约需缴纳的交易保证金后，应当保持不低于基金资产净值 5%的现金或者到期日在一年以内的政府债
券。 其中，现金不包括结算备付金、存出保证金、应收申购款等。
股指期货、国债期货的投资比例依照法律法规或监管机构的规定执行。 如果法律法规或中国证监会变更
投资品种的投资比例限制，基金管理人在履行适当程序后，可以调整上述投资品种的投资比例。

主要投资策略 1．大类资产配置；2．行业配置策略；3．股票投资策略；4．债券投资策略；5．股指期货投资策略；6．中小企业私
募债券投资策略；7．资产支持证券投资策略；8．国债期货投资策略。

业绩比较基准 沪深 300指数收益率×55%+上证国债指数收益率×45%

风险收益特征 本基金为混合型基金，预期风险和预期收益高于债券型基金和货币市场基金，但低于股票型基金，属于
证券投资基金中的中等风险和中等预期收益产品。

（二）投资组合资产配置图表／区域配置图表

（三）自基金合同生效以来基金每年的净值增长率及与同期业绩比较基准的比较图

注：本基金合同生效当年按实际存续期计算，不按整个自然年度进行折算。
三、 投资本基金涉及的费用
（一）基金销售相关费用
以下费用在申购／赎回基金过程中收取：

费用类型 份额（S）或金额（M）/持有期限（N） 收费方式/费率 备注

申购费（前收费）
0≤M＜100万 1.50%
100万≤M＜500万 1.00%
M≥500万 1000.00元/笔

赎回费

0天≤N＜7天 1.50%
7天≤N＜30天 0.75%
30天≤N＜365天 0.50%
365天≤N＜730天 0.25%
N≥730天 0.00%

（二）基金运作相关费用
以下费用将从基金资产中扣除：

费用类别 收费方式/年费率

管理费 0.60%

托管费 0.10%

其他费用
基金合同生效后与基金相关的信息披露费用； 基金合同生效后与基金相关的会计师费、 律师费和诉讼
费、仲裁等法律费用；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费用；基金的证券交易费用；基金的银行汇划费用；账户开户
费用和账户维护费用；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和基金合同约定，可以在基金财产中列支的其他费用。

注：本基金交易证券、基金等产生的费用和税负，按实际发生额从基金资产扣除。
四、 风险揭示与重要提示
（一）风险揭示
本基金不提供任何保证。 投资者可能损失投资本金。
投资有风险，投资者购买基金时应认真阅读本基金的《招募说明书》等销售文件。
1、本基金的特定风险。（1）本基金的权益类资产配置比例为 0-95%，相对灵活的资产配置比例容易造

成收益波动率大幅提升的风险。（2）本基金使用股指期货作为风险对冲工具，股指期货交易采用保证金交
易制度，由于保证金交易具有杠杆性，存在潜在损失可能成倍放大的风险。（3）投资国债期货的风险。 国债
期货的投资可能面临市场风险、基差风险、流动性风险。 市场风险是因期货市场价格波动使所持有的期货
合约价值发生变化的风险。 基差风险是期货市场的特有风险之一，是指由于期货与现货间的价差的波动，
影响套期保值或套利效果，使之发生意外损益的风险。 流动性风险可分为两类：一类为流通量风险，是指期
货合约无法及时以所希望的价格建立或了结头寸的风险，此类风险往往是由市场缺乏广度或深度导致的；
另一类为资金量风险，是指资金量无法满足保证金要求，使得所持有的头寸面临被强制平仓的风险。（4）本
基金对固定收益类资产的投资中将中小企业私募债券纳入到投资范围当中，中小企业私募债券，是根据相
关法律法规由非上市的中小企业以非公开方式发行的债券。 该类债券不能公开交易，可通过上海证券交易
所固定收益证券综合电子平台或深圳证券交易所综合协议交易平台进行交易。 一般情况下，中小企业私募
债券的交易不活跃，潜在流动性风险较大；并且，当发债主体信用质量恶化时，受市场流动性限制，本基金
可能无法卖出所持有的中小企业私募债券，从而可能给基金净值带来损失。（5）此外，本基金属于主题投资
混合型基金，股票部分重点投资新经济相关股票，因此在具体投资管理中可能面临目标主题股票所具有的
特定风险，或者目标主题股票的业绩表现不一定领先于市场平均水平的风险。

2、系统性风险。 主要包括：（1）政策风险、（2）经济周期风险、（3）利率风险、（4）购买力风险、（5）汇率风
险、（6）其他风险。

3、非系统性风险。 主要包括：（1）基金管理风险、（2）管理风险、（3）交易风险、（4）流动性风险、（5）运营风
险、（6）道德风险。

（二）重要提示
中国证监会对本基金募集的注册，并不表明其对本基金的价值和收益作出实质性判断或保证，也不表

明投资于本基金没有风险。
基金管理人依照恪尽职守、诚实信用、谨慎勤勉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财产， 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

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基金投资者自依基金合同取得基金份额，即成为基金份额持有人和基金合同的当事人。
基金产品资料概要信息发生重大变更的，基金管理人将在三个工作日内更新，其他信息发生变更的，

基金管理人每年更新一次。 因此，本文件内容相比基金的实际情况可能存在一定的滞后，如需及时、准确获
取基金的相关信息，敬请同时关注基金管理人发布的相关临时公告等。

五、 其他资料查询方式
以下资料详见中融基金官方网站[www.zrfunds.com.cn][客服电话：400-160-6000；010-56517299]
基金合同、托管协议、招募说明书
定期报告，包括基金季度报告、中期报告和年度报告
基金份额净值
基金销售机构及联系方式

其他重要资料
六、 其他情况说明
争议解决方式：各方当事人同意，因基金合同而产生的或与基金合同有关的一切争议，如经友好协商

未能解决的，应提交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根据该会当时有效的仲裁规则进行仲裁，仲裁的地点为
北京市，仲裁裁决是终局性的并对相关各方均有约束力。 除非仲裁裁决另有规定，仲裁费用由败诉方承担。

中融新经济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C 类份额)基金产品资料概要更新

编制日期：2022年 06月 15日
送出日期：2022年 06月 24日
本概要提供本基金的重要信息，是招募说明书的一部分。
作出投资决定前，请阅读完整的招募说明书等销售文件。
一、 产品概况

基金简称 中融新经济混合 基金代码 001387
下属基金简称 中融新经济混合 C 下属基金代码 001388
基金管理人 中融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基金合同生效日 2015年 11月 17日 上市交易所及上市日期 暂未上市
基金类型 混合型 交易币种 人民币
运作方式 普通开放式 开放频率 每个开放日
基金经理 开始担任本基金基金经理的日期 证券从业日期
甘传琦 2020年 03月 09日 2010年 07月 14日

二、 基金投资与净值表现
（一）投资目标与投资策略

投资目标 本基金通过对股票、债券等金融资产的动态灵活配置，精选新经济主题优质个股和券种，合理控制风险
并保持良好流动性的前提下，力争实现基金资产的长期稳定增值，力求为投资者获取超额回报。

投资范围

本基金的投资对象是具有良好流动性的金融工具，包括国内依法发行上市的股票（包括中小板、创业板
及其他经中国证监会核准上市的股票）、权证、股指期货等权益类金融工具，以及债券等固定收益类金融
工具（包括国债、金融债券、地方政府债、央行票据、短期融资券、超短期融资券、中期票据、企业债券、公
司债券、可转换公司债券（含可分离交易可转债）、可交换公司债券、中小企业私募债券、资产支持证券、
次级债、债券回购、银行存款、货币市场工具等）、国债期货及法律法规或中国证监会允许基金投资的其
他金融工具（但须符合中国证监会的相关规定）。
如法律法规或监管机构以后允许基金投资其他品种，基金管理人在履行适当程序后，可以将其纳入投资
范围。
基金的投资组合比例为：股票投资占基金资产的比例范围为 0-95%，其中，投资于新经济主题相关的上
市公司股票的比例不低于非现金基金资产的 80%；债券、权证、中期票据、中小企业私募债、现金、货币市
场工具和资产支持证券及法律法规或中国证监会允许基金投资的其他金融工具占基金资产的比例为
5%-100%，权证投资比例为基金资产净值的 0-3%。 本基金每个交易日日终在扣除股指期货和国债期货
合约需缴纳的交易保证金后，应当保持不低于基金资产净值 5%的现金或者到期日在一年以内的政府债
券。 其中，现金不包括结算备付金、存出保证金、应收申购款等。
股指期货、国债期货的投资比例依照法律法规或监管机构的规定执行。 如果法律法规或中国证监会变更
投资品种的投资比例限制，基金管理人在履行适当程序后，可以调整上述投资品种的投资比例。

主要投资策略 1．大类资产配置；2．行业配置策略；3．股票投资策略；4．债券投资策略；5．股指期货投资策略；6．中小企业私
募债券投资策略；7．资产支持证券投资策略；8．国债期货投资策略。

业绩比较基准 沪深 300指数收益率×55%+上证国债指数收益率×45%

风险收益特征 本基金为混合型基金，预期风险和预期收益高于债券型基金和货币市场基金，但低于股票型基金，属于
证券投资基金中的中等风险和中等预期收益产品。

（二）投资组合资产配置图表／区域配置图表

（三）自基金合同生效以来基金每年的净值增长率及与同期业绩比较基准的比较图

注：本基金合同生效当年按实际存续期计算，不按整个自然年度进行折算。
三、 投资本基金涉及的费用
（一）基金销售相关费用
以下费用在申购／赎回基金过程中收取：

费用类型 份额（S）或金额（M）/持有期限（N） 收费方式/费率 备注

赎回费

0天≤N＜7天 1.50%

7天≤N＜30天 0.50%

N≥30天 0.00%

注：本基金 C类份额不收取认购费、申购费。
（二）基金运作相关费用
以下费用将从基金资产中扣除：

费用类别 收费方式/年费率
管理费 0.60%
托管费 0.10%
销售服务费 0.10%

其他费用
基金合同生效后与基金相关的信息披露费用；基金合同生效后与基金相关的会计师费、律师费和诉讼费、
仲裁等法律费用；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费用；基金的证券交易费用；基金的银行汇划费用；账户开户费用
和账户维护费用；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和基金合同约定，可以在基金财产中列支的其他费用。

注：本基金交易证券、基金等产生的费用和税负，按实际发生额从基金资产扣除。
四、 风险揭示与重要提示
（一）风险揭示
本基金不提供任何保证。 投资者可能损失投资本金。
投资有风险，投资者购买基金时应认真阅读本基金的《招募说明书》等销售文件。
1、本基金的特定风险。（1）本基金的权益类资产配置比例为 0-95%，相对灵活的资产配置比例容易造

成收益波动率大幅提升的风险。（2）本基金使用股指期货作为风险对冲工具，股指期货交易采用保证金交
易制度，由于保证金交易具有杠杆性，存在潜在损失可能成倍放大的风险。（3）投资国债期货的风险。 国债
期货的投资可能面临市场风险、基差风险、流动性风险。 市场风险是因期货市场价格波动使所持有的期货
合约价值发生变化的风险。 基差风险是期货市场的特有风险之一，是指由于期货与现货间的价差的波动，
影响套期保值或套利效果，使之发生意外损益的风险。 流动性风险可分为两类：一类为流通量风险，是指期
货合约无法及时以所希望的价格建立或了结头寸的风险，此类风险往往是由市场缺乏广度或深度导致的；
另一类为资金量风险，是指资金量无法满足保证金要求，使得所持有的头寸面临被强制平仓的风险。（4）本
基金对固定收益类资产的投资中将中小企业私募债券纳入到投资范围当中，中小企业私募债券，是根据相
关法律法规由非上市的中小企业以非公开方式发行的债券。 该类债券不能公开交易，可通过上海证券交易
所固定收益证券综合电子平台或深圳证券交易所综合协议交易平台进行交易。 一般情况下，中小企业私募
债券的交易不活跃，潜在流动性风险较大；并且，当发债主体信用质量恶化时，受市场流动性限制，本基金可
能无法卖出所持有的中小企业私募债券，从而可能给基金净值带来损失。（5）此外，本基金属于主题投资混
合型基金，股票部分重点投资新经济相关股票，因此在具体投资管理中可能面临目标主题股票所具有的特
定风险，或者目标主题股票的业绩表现不一定领先于市场平均水平的风险。

2、系统性风险。 主要包括：（1）政策风险、（2）经济周期风险、（3）利率风险、（4）购买力风险、（5）汇率风
险、（6）其他风险。

3、非系统性风险。 主要包括：（1）基金管理风险、（2）管理风险、（3）交易风险、（4）流动性风险、（5）运营风
险、（6）道德风险。

（二）重要提示
中国证监会对本基金募集的注册，并不表明其对本基金的价值和收益作出实质性判断或保证，也不表

明投资于本基金没有风险。
基金管理人依照恪尽职守、诚实信用、谨慎勤勉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财产， 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

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基金投资者自依基金合同取得基金份额，即成为基金份额持有人和基金合同的当事人。
基金产品资料概要信息发生重大变更的，基金管理人将在三个工作日内更新，其他信息发生变更的，

基金管理人每年更新一次。 因此，本文件内容相比基金的实际情况可能存在一定的滞后，如需及时、准确获
取基金的相关信息，敬请同时关注基金管理人发布的相关临时公告等。

五、 其他资料查询方式
以下资料详见中融基金官方网站[www.zrfunds.com.cn][客服电话：400-160-6000；010-56517299]
基金合同、托管协议、招募说明书
定期报告，包括基金季度报告、中期报告和年度报告
基金份额净值
基金销售机构及联系方式
其他重要资料
六、 其他情况说明
争议解决方式：各方当事人同意，因基金合同而产生的或与基金合同有关的一切争议，如经友好协商

未能解决的，应提交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根据该会当时有效的仲裁规则进行仲裁，仲裁的地点为
北京市，仲裁裁决是终局性的并对相关各方均有约束力。 除非仲裁裁决另有规定，仲裁费用由败诉方承担。

山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新增
北京中植基金销售有限公司为代销机构并
开通相关业务及参与其费率优惠的公告
为更好地满足广大投资者的理财需求，根据山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与北京中植

基金销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植基金”）签署的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销售代理协议等相关文件，中植基
金拟于 2022年 6月 27日起代理销售本公司以下产品，届时投资者可通过中植基金办理下列基金的相关业
务，具体办理程序应遵循中植基金的相关规定。

根据中植基金的相关公告，中植集团将旗下北京恒天明泽基金销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天明泽”）、
北京植信基金销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京植信”）、北京唐鼎耀华基金销售有限公司、北京晟视天下基金
销售有限公司整合为北京中植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其中，恒天明泽已更名为中植基金。 与本公司已建立代
销合作关系的恒天明泽和北京植信的基金销售业务统一由中植基金承接。

一、承接的基金列表：
基金名称 基金代码
山西证券日日添利货币市场基金 A 类 001175
山西证券日日添利货币市场基金 B 类 001176
山西证券策略精选灵活配置型证券投资基金 003659
山西证券改革精选灵活配置型证券投资基金 005226
山西证券超短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A 类 006626
山西证券超短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C 类 006627
山西证券品质生活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A 类 011917
山西证券品质生活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C 类 011918
山西证券裕睿 6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A类 007268
山西证券裕睿 6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C 类 007269

二、 本次新增上线基金列表：
基金名称 基金代码
山西证券 90天滚动持有短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A类 014476
山西证券 90天滚动持有短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C 类 014477
山西证券裕享增强发起式 A 015239
山西证券裕享增强发起式 C 015340

三、 具体内容
自 2022年 6月 27日起，投资者可通过中植基金办理本公司旗下公募基金的开户、申购、赎回、基金转

换和定期定额投资等业务。
投资者通过中植基金办理上述基金的申购、基金转换（入）和定期定额投资业务时享受其费率优惠活

动，具体费率优惠活动以中植基金的公示为准。 优惠前的原费率为固定费率的，则按原费率执行，不再享有
费率折扣。 原产品费率请详见基金合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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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本公司新增通过中植基金代销的基金产品，则自该基金产品开放申（认）购、转换转入和定期定额投
资业务当日起，参与其费率优惠活动，具体费率优惠活动以中植基金的公示为准。

四、重要提示
1、本公告解释权归本公司所有。
2、投资者通过中植基金进行基金交易前，请仔细阅读相关产品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法律文件。
3、上述交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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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金封闭期等特殊

期间的有关规定详见对应基金的《基金合同》和《招募说明书》等相关法律文件及本公司发布的最新业务公
告。

五、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了解或咨询相关情况：
1、北京中植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400-8180-888

网址：www.zzfund.com
2、山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95573
公募基金业务网址：http://publiclyfund.sxzq.com:8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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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金的过往业绩及其净值高低并不预示其未来业绩表现。 敬请投资者注意风险。 投资者
投资前应认真阅读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更新）等法律文件，投资与自身风险承受能力相适应的基
金。

特此公告。
山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 6 月 24 日

山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终止与北京植信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基金代理销售关系的公告
因中植集团整合旗下基金销售公司，北京植信基金销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京植信”）等公司整合至

北京中植基金销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植基金”）。 为维护投资者的利益，经山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本公司”）与北京植信协商一致，本公司决定，自 2022年 6月 27日起终止与北京植信的代理销售关
系，并停止通过其办理本公司基金交易相关业务，包括认购、申购、定投、转换等业务。 本公司旗下基金在北
京植信的份额已转托管至中植基金，并由中植基金提供后续服务。 目前，本公司在北京植信代理销售的基
金列表如下：
序号 基金代码 基金名称
1 001175 山西证券日日添利货币市场基金 A类
2 001176 山西证券日日添利货币市场基金 B类
3 003659 山西证券策略精选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4 005226 山西证券改革精选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5 006626 山西证券超短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A
6 006627 山西证券超短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C
7 007268 山西证券裕睿 6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A
8 007269 山西证券裕睿 6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C
9 011917 山西证券品质生活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A
10 011918 山西证券品质生活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C

一、 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
1、北京中植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400-8180-888
网址：www.zzfund.com
2、山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95573
公募业务网址：http://publiclyfund.sxzq.com:8000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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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资者投资于本公司管理的基金时应认真阅读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法律文件及其更新，投资
与自身风险承受能力相适应的基金。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山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 6 月 24 日

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
调整旗下部分基金的最低持有

及最低赎回份额数量限制的公告
为更好地满足投资者的理财需求，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决定自 2022 年 6 月 24

日起，调整本公司旗下部分基金的最低持有及最低赎回份额数量限制。
现将有关事项说明如下：
一、适用基金

序号 基金名称 基金简称 基金代码
1

博时安盈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博时安盈债券 A 000084

2 博时安盈债券 C 000085
3

博时标普 50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
博时标普 500ETF联接 A（人民币） 050025

4 博时标普 500ETF联接 C（人民币） 006075
5

博时裕富沪深 300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博时沪深 300指数 A 050002

6 博时沪深 300指数 C 002385

7 博时中债 1-3年政策性金融债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博时中债 1-3政金债指数 A 006633
8 博时中债 1-3政金债指数 C 006634
9 博时逆向投资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博时逆向投资混合 A 004434
10 博时逆向投资混合 C 004435
11 博时外延增长主题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博时外延增长混合 002142

二、调整方案
1、自 2022年 6月 24日起，上述基金的每个交易账户最低持有基金份额为 0.01 份，若某笔赎回导致单

个交易账户的基金份额余额少于 0.01份时，余额部分基金份额必须一同赎回。
2、自 2022年 6月 24日起，上述基金最低赎回份额的数量限制全部调整至 0.01份，最低转换份额为 0.01份。
三、其他需要注意的事项
1、本次调整方案所涉及的招募说明书相关内容，将在更新招募说明书时一并予以调整。
2、本公告涉及上述业务的最终解释权归本公司。
3、投资人可访问本公司网站(www.bosera.com)或拨打全国免长途费的客户服务电话（95105568）咨询相关情况。
4、风险提示：本公司承诺依照诚实信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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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资有风险，决策需谨慎，投资者申购基金前，应认真阅读基金的基金合同和招募
说明书等相关法律文件。

特此公告。
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2 年 6 月 24 日

先锋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
旗下基金代销机构名称变更的公告

先锋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旗下基金代销机构“新时代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名称变更
为“诚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原代销机构“新时代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的代销义务并不因名称的变更而受
到影响，原代销义务由“诚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继承。

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
1、诚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95399
网址：www.xsdzq.cn
2、先锋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400-815-9998
网址：www.xf-fun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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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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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锋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二二年六月二十四日

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22年 6月 24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管理人名称 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证券基金经营机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及从业人员监督管理办法》《证券基金经营机构信息技术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

高管变更类型 新任基金管理人首席信息官

2新任高级管理人员的相关信息

新任高级管理人员职务 首席信息官

新任高级管理人员姓名 桂勇

任职日期 2022年 6月 22日

过往从业经历

1996 年 7 月至 2000 年 5 月， 曾任深圳市长城光纤网络有限公司部门经理；2000 年 5 月至
2003年 2月， 曾任职于深圳市中大投资管理有限公司；2003 年 2 月加入原中信基金管理有
限责任公司，曾任信息技术部负责人，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合并原中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
公司后，历任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信息技术部总经理助理、副总经理、行政负责人等，现任
金融科技部运维中心行政负责人。

学历、学位 清华大学学士

3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上述事项经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 2022年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 自同日起李一梅女士

不再兼任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首席信息官。 本公司已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进行备案。
特此公告

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二二年六月二十四日

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华夏稳定双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恢

复大额申购及转换转入业务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22年 6月 24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华夏稳定双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华夏稳定双利债券
基金主代码 288102
基金管理人名称 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华夏稳定双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
同》《华夏稳定双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更新）》

恢复相关业务的起始日及原因说明 恢复大额申购及转换转入起始日 2022年 6月 24日
恢复大额申购及转换转入的原因说明 为满足广大投资者的投资需求

各基金份额类别的基金简称 华夏稳定双利债券 A 华夏稳定双利债券 C
各基金份额类别的交易代码 004547 288102
该基金份额类别是否恢复大额申购及转
换转入 是 是

2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为满足广大投资者的投资需求，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决定自 2022 年 6 月 24 日

起取消本基金申购及转换转入业务上限。 投资者办理本基金具体业务的流程、规则以及需要提交的文件等
信息，请遵照本基金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更新）及销售机构的相关规定。

如有疑问，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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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获取相关信息。
风险提示：基金管理人依照恪尽职守、诚实信用、谨慎勤勉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财产，但不保证基金

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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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醒投资人基金投资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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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投资人自行负担。 投资有风险，投资者在投资本基金之前，请仔细阅读本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和
基金产品资料概要等法律文件，全面认识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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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〇二二年六月二十四日

华夏经典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分红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22年 6月 24日
1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华夏经典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华夏经典混合
基金主代码 288001
基金合同生效日 2004年 3月 15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华夏经典配置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华夏经典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
书（更新）》

收益分配基准日 2022年 6月 22日

截止收益分配基准日的相
关指标

基准日基金份额净值（单位：元） 2.175
基准日基金可供分配利润（单
位：元） 1,015,200,362.07

截止基准日按照基金合同约定
的分红比例计算的应分配金额
（单位：人民币元）

-

本次分红方案（单位：元/10份基金份额） 0.979
有关年度分红次数的说明 本次分红为 2022年度的第 1次分红

2 与分红相关的其他信息
权益登记日 2022年 6月 28日
除息日 2022年 6月 28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22年 6月 29日
分红对象 权益登记日在本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基金全体基金份额持有人。

红利再投资相关事项的说明
选择红利再投资的投资者其现金红利转换为基金份额的基金份额净值
（NAV）确定日为 2022 年 6 月 28 日，该部分基金份额将于 2022 年 6 月
29 日直接计入其基金账户， 投资者可自 2022 年 6 月 30 日起查询、赎
回。

税收相关事项的说明
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的财税[2002]128 号《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
关于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有关税收问题的通知》及财税[2008]1 号《关于
企业所得税若干优惠政策的通知》的规定，基金向投资者分配的基金利
润，暂不征收所得税。

费用相关事项的说明 本基金本次分红免收分红手续费和红利再投资费用。
注：选择现金红利方式的投资者的红利款将于 2022年 6月 29日自基金托管账户划出。
3 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3.1权益登记日申购的基金份额不享有本次分红权益，赎回的基金份额享有本次分红权益。
3.2投资者通过任一销售机构按基金交易代码提交的分红方式变更申请， 只对投资者在该销售机构指

定交易账户下的基金份额有效， 并不改变投资者在该销售机构其他交易账户或其他销售机构基金份额的
分红方式。 如投资者希望变更该销售机构其他交易账户或其他销售机构基金份额的分红方式，需按基金交
易代码通过各销售机构交易账户逐一提交变更分红方式的业务申请。

3.3投资者可通过本公司网站（www.ChinaAMC.com）或客户服务电话（400-818-6666）查询分红方式是否
正确，如不正确或希望变更分红方式的，请于权益登记日之前（不含权益登记日）到销售网点或通过电子交
易平台办理变更手续。 本次分红方式将以投资者在权益登记日之前（不含权益登记日）最后一次选择的分
红方式为准。

3.4投资者可登录本公司网站查询本基金销售机构相关信息。
特此公告

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二二年六月二十四日

中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
中银中证 800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

基金可能触发基金合同终止情形的
提示性公告

根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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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银中证 800 交易
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以下简称“《基金合同》”或“基金合同”）的有关规定，中银中证 800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本基金”）可能触发基金合同终止情形。 现将相关事宜公告如
下：

一、本基金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中银中证 80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中银 800
基金代码：515610
基金运作方式：交易型开放式
基金合同生效日：2020年 7月 16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中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二、可能触发基金合同终止的情形说明

根据《基金合同》第五部分“基金备案”约定：“《基金合同》生效后，连续 20 个工作日出现基金份额持有
人数量不满 200人或者基金资产净值低于 5000万元情形的，基金管理人应当在定期报告中予以披露；连续
50个工作日出现前述情形的，本基金应当按照本基金合同的约定程序进行清算并终止，且无需召开基金份
额持有人大会。 ”

截至 2022年 6月 23日日终，本基金已连续 30个工作日出现基金资产净值低于 5000万元的情形。
若截至 2022年 7月 21日日终， 本基金出现连续 50个工作日基金资产净值低于 5000 万元的情形，本

基金将根据基金合同约定进入清算程序，无需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进行表决。
三、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1、若发生上述基金合同终止情形，本基金将进入清算程序，不再办理申购、赎回等业务。
2、若出现触发基金合同终止的情形，基金管理人将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基金合同》等规定成立基金财

产清算小组，履行基金财产清算程序。
3、投资者欲了解本基金的详细情况，请认真阅读本基金《基金合同》、本基金招募说明书及其更新、产品

资料概要及其更新，投资者亦可拨打本公司的客户服务电话：021-38834788 / 400-888-5566 或登陆本公司
网站 www.bocim.com了解相关情况。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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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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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提醒投资人在做出投
资决策后，基金运营状况与基金净值变化引致的投资风险，由投资人自行负担。 投资人应认真阅读拟投资
基金的《基金合同》、更新的《招募说明书》、更新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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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2 年 6 月 24 日

南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聘任基金经理助理的公告

因工作需要，公司聘任刘琦为“南华瑞恒中短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的基金经理助理。 上述调整自公
告之日起生效。

特此公告。
南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2 年 6 月 24 日
附：刘琦女士简历
刘琦女士，硕士研究生，具有 5年金融从业经历。 曾任南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研究部研究员,现任南华

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固定收益部的基金经理助理。

南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聘任基金经理助理的公告

因管理需要，公司聘任康冬为“南华瑞恒中短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的基金经理助理，上述调整自公
告之日起生效。

特此公告。
南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2 年 6 月 24 日
附：个人简历
康冬，女，博士研究生，具有 4年证券从业经历。 曾先后工作于中航证券有限公司风险管理部和南华期

货股份有限公司基金部， 于 2020年 1月 13日入职南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量化投资部先后担任研究员、投
资经理助理，现任量化投资部基金经理助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