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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济神州有限公司
2022 年半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特别提示：
·本公告所载的百济神州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百济神州”或“公司”）2022 年半年度主要财务数据为初

步核算数据，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具体数据以公司 2022 年半年度报告中披露的数据为准，提请投资者
注意投资风险。

·本公告财务数据按中国企业会计准则编制并呈列。
·本公司已于 2022年 8月 4日同步发布了根据美国公认会计原则及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适用规则编

制的截至 2022年 6月 30日止三个月及六个月未经审计财务业绩，提请投资者注意与本公告区别。
一、2022年半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单位：人民币千元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营业总收入 4,210,254 4,890,945 -13.9

其中: 产品收入 3,675,874 1,583,051 132.2

营业利润 -6,430,036 -2,367,464 不适用

利润总额 -6,430,622 -2,367,475 不适用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
净利润 -6,663,816 -2,493,170 不适用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
利润

-6,676,965 -2,506,796 不适用

基本每股收益（元） -4.99 -2.09 不适用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7.64% -10.24% 不适用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总资产 49,462,204 55,184,711 -10.4

归属于母公司的所有者
权益 35,618,586 39,925,772 -10.8

股本 899 890 1.0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
每股净资产（元） 26.70 33.10 -19.3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一）报告期的经营情况、财务状况及影响经营业绩的主要因素
2022年半年度公司产品收入为 36.76亿元， 较上年同比上升 132.2 %； 2022年半年度公司营业总收入

为 42.10亿元，较上年同比下降 13.9%； 2022年半年度营业亏损 64.30亿元，较上年同期增加 40.63 亿元，主
要由于合作收入下降 27.74亿元，以及美元升值导致汇兑损失 7.71亿元所致。 报告期末，公司总资产 494.62
亿元，较期初减少 10.4%；归属于母公司的所有者权益 356.19亿元，较期初减少 10.8%。

2022 年半年度产品收入为 36.76 亿元，上年同期产品收入为 15.83 亿元，产品收入的增长主要得益于
自主研发产品百悦泽?（泽布替尼胶囊）和百泽安?（替雷利珠单抗注射液）的销售增长。 2022 年半年度合作
收入为 5.34 亿元，主要来自于对与 Novartis Pharma AG（以下简称“诺华制药”）分别于 2021 年第一季度就
PD-1 抗体药物百泽安? 获得的 6.5 亿美元合作预付款、2021 年第四季度就 TIGIT 抑制剂欧司珀利单抗
（ociperlimab）的 3亿美元合作预付款进行的部分收入确认。 上年同期合作收入为 33.08亿元，主要来自于对
诺华制药就百泽安?获得的合作预付款进行的部分收入确认。

2022年上半年，百悦泽?全球销售额总计 15.14亿元，上年同期全球销售额总计 4.17亿元。在美国，百悦
泽?销售额总计 10.15 亿元，上年同期美国市场销售额总计 1.68 亿元，本半年度百悦泽?在美国销售的持续
增长主要来自于美国处方数量的持续增长以及临床医生在获批适应症中的使用增多， 包括套细胞淋巴瘤
（MCL）、华氏巨球蛋白血症（WM）和边缘区淋巴瘤（MZL）。 在中国，百悦泽?销售额总计 4.55亿元，上年同期
中国市场销售额总计 2.48亿元，本半年度百悦泽?在中国销售的增长主要得益于在包括慢性淋巴细胞白血
病（CLL）、套细胞淋巴瘤（MCL）和华氏巨球蛋白血症（WM）等多个已获批适应症的销售额的持续增长。 目
前，百悦泽?在中国获批的三项适应症已全部进入国家医保药品目录。

2022年上半年，百泽安?在中国的销售额总计 12.51亿元，上年同期中国市场销售额总计 8.00亿元。 医
保报销范围扩大带来的新增患者需求持续推动了百泽安? 在已获批适应症的市场渗透率和市场份额的扩
大。目前，百泽安?治疗复发或难治性经典型霍奇金淋巴瘤（R/R cHL）、二线尿路上皮癌（UC）、一线非鳞状非
小细胞肺癌（NSCLC）、一线鳞状非小细胞肺癌（NSCLC）和二线或三线肝细胞癌（HCC）的五项获批适应症已

进入国家医保药品目录。
2022 年上半年， 安进公司授权产品在中国的销售额为 3.84 亿元， 其中包括了分别在 2021 年 8 月和

2022年 1月上市的倍利妥?（注射用贝林妥欧单抗）和凯洛斯?（注射用卡非佐米）所产生的产品收入；上年同
期中国市场销售额总计 1.15亿元。百时美施贵宝授权产品上半年在中国的销售额为 3.27亿元，上年同期中
国市场销售额总计 2.18亿元。

公司自主研发的 BTK 抑制剂百悦泽?是首个本土自主研发、在美国、欧盟等多个国家和地区上市的抗
癌新药，其全球化布局对比国内其他产品最为领先。目前，百悦泽?已在包括美国、中国、欧盟、英国、加拿大、
澳大利亚、韩国和瑞士在内的超过 50个市场获批多项适应症，其在全球建立了广泛的临床开发布局，已在
超过 25个国家和地区入组受试者超过 4,500人。 2022年上半年公布的百悦泽?“头对头”对比伊布替尼用于
治疗成人慢性淋巴细胞白血病（CLL）或小淋巴细胞淋巴瘤（SLL）患者的全球临床三期试验 ALPINE 研究的
最终缓解评估结果显示，经独立评审委员会（IRC）确认，百悦泽?在该项适应症中展示了优于伊布替尼的总
缓解率（ORR）；包括无进展生存期在内的最终临床试验分析数据预计将于今年下半年公布。 目前，百悦泽?
针对该适应症的上市许可申请已获得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受理。根据《处方药申报者付费法案》
（PDUFA），FDA做出决议的目标时间为 2023年 1月。 同时，百悦泽?用于治疗慢性淋巴细胞白血病（CLL）和
边缘区淋巴瘤（MZL）患者的两项新适应症上市许可申请获得欧洲药品管理局（EMA）受理，用于治疗慢性淋
巴细胞白血病（CLL）患者的补充新药上市许可申请（sNDS）已获加拿大卫生部受理。 百悦泽?近期还获得美
国 FDA授予“快速通道”资格（fast track designation），用于与奥比妥珠单抗联合治疗既往接受过至少二线全
身治疗后的复发或难治性（R/R）滤泡性淋巴瘤（FL）成人患者。 公司致力于做本土创新药出海的先行者，持
续推动自主研发药物的全球化进展，为患者改善治疗效果、提高药物可及性。 预计今年公司将继续在另外
10余个国际市场实现百悦泽?的商业化上市。

百泽安?目前已在中国获批用于 9项适应症，其广泛的全球临床布局包括在 30个国家和地区入组受试
者超过 11,000人。 2022年上半年，百泽安?在中国新增三项适应症获批，包括不可切除或转移性微卫星高度
不稳定型（MSI-H）或错配修复缺陷型（dMMR）的晚期实体瘤、二线治疗食管鳞状细胞癌（ESCC）和联合化疗
一线治疗复发或转移性鼻咽癌（NPC）。 2021年 12月，百泽安?在中国获批用于治疗接受铂类化疗后出现疾
病进展的二或三线局部晚期或转移性非小细胞肺癌（NSCLC） 患者。 此外， 中国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
（NMPA）目前正在审评百泽安?用于一线治疗肿瘤表达 PD-L1 的晚期或转移性胃或胃食管结合部（G/GEJ）
腺癌患者的一项补充新增适应症上市许可申请。 在美国，百泽安?针对二线治疗食管鳞状细胞癌（ESCC）的
新药上市许可申请已获 FDA 受理， 根据 PDUFA，FDA 做出决议的原定目标日期为 2022 年 7 月 12 日，但
FDA因新冠肺炎疫情相关的旅行限制，无法如期在中国完成所需的现场核查工作，因此将延长此 BLA的审
批时间，直至现场核查完成。 FDA正在持续关注相关公共卫生状况和旅行限制，因此尚未提供更新的预期
决议日期。 公司将携手合作伙伴诺华制药，继续积极配合 FDA的审评，以尽早安排所需的核查工作。 在欧
洲，百泽安?用于治疗非小细胞肺癌（NSCLC）以及二线治疗食管鳞状细胞癌（ESCC）的上市许可申请（MAA）
已获得欧洲药品管理局（EMA）受理，目前正在审评中；在澳大利亚，百泽安?针对一线和二线治疗非小细胞
肺癌（NSCLC）以及二线治疗食管鳞状细胞癌（ESCC）的新药上市许可申请已获药品管理局（TGA）受理，目
前正在审评中；在英国，百泽安?针对一线和二线治疗非小细胞肺癌（NSCLC）以及二线治疗食管鳞状细胞癌
（ESCC）的新药上市许可申请已获得英国药品与保健品管理局（MHRA）受理，目前正在审评中。 此外，公司
将继续为合作伙伴诺华制药就计划于 2023年提交的百泽安?新适应症上市申请提供支持，包括在美国递交
针对一线治疗肿瘤表达 PD-L1的晚期或转移性胃或胃食管结合部（G/GEJ）腺癌、一线及局限性食管鳞状细
胞癌（ESCC）以及一线肝细胞癌（HCC）等其他适应症的上市申请。 2022年未有在美国提交其他的新适应症
上市申请的计划。

与此同时，公司也在大力推进其他自主研发管线产品的全球临床布局和进展。 TIGIT 抑制剂欧司珀利
单抗的全球临床开发项目已在超过 25 个国家和地区入组超过 1,000 例受试者， 包括两项分别针对一线
PD-L1 高表达非小细胞肺癌患者和初治局部进展无法切除的非小细胞肺癌患者的全球临床三期试验；五
项正在进行的临床二期试验，其中四项为全球临床二期试验，覆盖非小细胞肺癌、小细胞肺癌、宫颈癌、食
管癌等适应症。 公司计划将在今年就欧司珀利单抗及 BCL-2抑制剂 BGB-11417启动更多的关键性临床试
验， 并继续推进其他早期自主研发项目和合作药物候选物的临床进展， 包括抗 OX40 单克隆抗体 BGB-
A445、HPK1抑制剂 BGB-15025、PI3Kδ抑制剂 BGB-10188、TYK2抑制剂 BGB-23339、第二线粒体衍生的半
胱天冬酶激活剂（SMAC）模拟物（BGB-24714）以及 LAG-3抗体（LBL-007）。

此外，在生产运营方面，公司位于美国新泽西州霍普韦尔的普林斯顿西部创新园区的全新商业化阶段
生产基地和临床研发中心已开工建设。 公司继续推进分别在中国苏州新建的小分子创新药物产业化基地
和广州大分子生物药生产基地的扩建。

（二）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变动的主要原因
1. 2022年半年度产品收入增加 132.2%，主要得益于自主研发产品和授权产品的销售增长；合作收入有

所下降，主要由于上年同期对与诺华制药就百泽安?达成的 6.5亿美元合作预付款进行的部分收入确认。 综
合上述影响，2022年半年度营业总收入较上年同期下降 13.9%。

2. 2022年半年度营业利润、利润总额、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较上年同期下降，主要系与上年
同期相比本期合作收入有所下降以及汇率波动影响所致。

三、风险提示
本公告所载 2022年半年度主要财务数据为初步核算数据， 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具体数据以公司

2022年半年度报告中披露的数据为准。本公告财务数据按中国企业会计准则编制并呈列。本公司已于 2022
年 8 月 4 日同步发布根据美国公认会计原则及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适用规则编制的截至 2022 年 6 月 30
日止三个月及六个月未经审计财务业绩，提请广大投资者注意与本公告区别。

由于生物医药行业具有研发周期长、投入大、风险高的特点，公司的药物产品需完成药物早期发现、临
床前研究、临床开发、监管审查、生产、商业化推广等多个环节，容易受到一些不确定性因素的影响，包括但
不限于公司证明其药物功效和安全性的能力、药物的临床结果、药监部门审查流程对临床试验的启动、时
间表和进展的影响、药物或新适应症上市许可申请技术审评及审批的进展、公司获得和维护其药物和技术
的知识产权的能力、公司依赖第三方进行药物开发、生产和其他服务的情况、公司取得监管审批和商业化
药品的有限经验、公司获得进一步的营运资金以完成候选药物开发和实现盈利的能力、新冠肺炎疫情对公
司生产经营活动带来的影响等。 因此，公司业务运营、财务状况和经营业绩可能会受到上述不确定因素以
及其他目前未能预测的因素的影响。 公司未来的业务计划、实际业绩表现、财务状况或经营结果可能与公
司预期情况有重大差异。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潜在的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百济神州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 年 8 月 5 日

富荣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旗下部分基金新增上海凯石财富基金
销售有限公司为销售机构、开通基金定期定
额投资业务和基金转换业务并参加申购及
定期定额投资申购费率优惠活动的公告
为更好地满足广大投资者的理财需求，根据富荣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与上海凯石

财富基金销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凯石财富”）签署的委托销售协议，自 2022 年 8 月 5 日起本公司旗下部
分基金新增委托凯石财富为销售机构并开通基金“定期定额投资业务”和基金“转换业务”，具体的业务流
程、办理时间和办理方式以凯石财富的规定为准。 同时，本公司旗下部分基金参加凯石财富开展的基金申
购及定期定额投资申购费率优惠活动，具体的活动时间、优惠费率以凯石财富的规定为准。 现将相关事项
公告如下：

一、适用基金
（1）富荣福银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A类 012545、C类 012546）；
（2）富荣信息技术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A类 013345、C类 013346）；
（3）富荣福耀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A类 012876、C类 012877）；
（4）富荣量化精选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A类 014556、C类 014557）；
（5）富荣富恒两年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009506）；
（6）富荣中短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A类 013520、C类 013521）；
二、业务咨询
1、富荣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400-685-5600
网址：www.furamc.com.cn

2、上海凯石财富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400-643-3389
公司网站：www.vstonewealth.com
投资者可以通过上述销售机构办理相关基金的申购、赎回、转换及定投业务。 业务办理的具体程序，以

销售机构相关规定为准。 同时，投资者办理相关基金转换业务适用转换范围，请参考本公司相关公告及业
务规则。

三、优惠活动内容
活动期间，投资者通过凯石财富一次性申购或定期定额投资申购本公司上述基金（限前端收费模式），

享有费率折扣优惠。 本次费率优惠活动如有展期、终止或调整，费率优惠规则如有变更，均以销售机构的安
排和规定为准。

四、重要提示
1、本优惠活动仅适用于正常申购期基金的一次性申购手续费和定期定额投资申购手续费，不包括上

述基金的后端收费模式的申购手续费，对于大额申购采用固定费用方式收费的基金不参与折扣活动。
2、上述基金原申购费率标准请详见上述基金相关法律文件及本公司发布的最新业务公告。
3、该活动解释权归本公司及代销机构所有。 有关本次活动的具体规定如有变化，敬请投资者留意本公

司及代销机构的相关公告。
风险提示：
投资人应当充分了解基金定期定额投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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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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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募说明书》、《基金产品资料概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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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敬请投资者
留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富荣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二二年八月五日

证券代码：300928 证券简称：华安鑫创 公告编号：2022-053

华安鑫创控股（北京）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

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适用 R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适用 R 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适用 R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华安鑫创 股票代码 300928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易珊 易珊

电话 010-56940328 010-56940328

办公地址
北京市通州区中关村科技园区通州园金
桥科技产业基地景盛南四街 17 号 105 号
楼 A

北京市通州区中关村科技园区通州园金
桥科技产业基地景盛南四街 17 号 105 号
楼 A

电子信箱 zhengquanbu@haxc.com.cn zhengquanbu@haxc.com.cn

2、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是 R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
减

营业收入（元） 394,905,665.33 379,775,721.79 3.9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25,365,542.20 24,053,740.43 5.4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
润（元） 21,105,418.00 17,616,576.39 19.8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59,122,918.70 -63,723,585.79 192.78%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32 0.3 6.67%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32 0.3 6.6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99% 1.93% 0.06%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
增减

总资产（元） 1,328,039,040.23 1,319,533,821.38 0.6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274,772,242.28 1,260,740,110.21 1.11%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
总数 8,320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
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如
有）

0
持有特别表决
权股份的股东
总数（如有）

0

前 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股
份数量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何信义 境内自然人 22.00% 17,597,754 17,597,754

肖炎 境内自然人 17.42% 13,937,275 11,139,656 质押 1,880,000

何攀 境内自然人 10.06% 8,044,688 8,044,688

杨磊 境内自然人 7.51% 6,010,336 0

宁波君度尚左股权投
资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境内非国有
法人 5.57% 4,455,830 0

黄锐光 境内自然人 1.40% 1,122,905 0

上海季胜投资管理有
限公司－季胜激光一
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36% 1,090,800 0

上海祥禾涌安股权投
资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26% 1,005,586 0

宁波梅山保税港区加
泽北瑞创业投资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04% 833,386 0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华夏高端制造灵
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
资基金

境内非国有
法人 0.93% 746,233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
明

股东何信义与何攀为父子关系。
股东宁波君度尚左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与宁波梅山保税港区加泽北瑞创业投资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的执行事务合伙人均为西藏君度投资有限公司，两者构成一致行动关
系。
除此之外，公司未知上述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其他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

前 10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
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截至 2022 年 6 月 30 日，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中，股东上海季胜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季胜激
光一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0股，通过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
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票 1,090,800股，合计持有 1,090,800股。

公司是否具有表决权差异安排
□是 R 否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 R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 R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5、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6、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R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公司于 2022年 4月 6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并于 2022年 5

月 6日召开公司 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并使用超募资金投资车
载液晶显示模组及智能座舱显示系统智能制造项目的议案》，同意将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募集资金投
资项目“后装座舱显示系统研发升级项目”和“座舱驾驶体验提升研发中心项目”尚未投入的募集资金，连
同超募尚未明确用途的募集资金合计 27,821.76万元（含现金管理收益及净利息，具体金额以资金划转当日
的银行账户结息余额为准）用于“车载液晶显示模组及智能座舱显示系统智能制造项目”的建设。 公司于
2022年 4月 7日披露了《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并使用超募资金投资车载液晶显示模组及智能
座舱显示系统智能制造项目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15）、于 2022年 5月 6日披露了《2021年年度股东大
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2-036）。

证券代码：002917 证券简称：金奥博 公告编号：2022-098

深圳市金奥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持股 5%以上股东减持股份计划实施完成

暨权益变动的提示性公告
股东深圳君宜私募证券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特别提示：
1、本次权益变动性质为股份减少，本次权益变动后，深圳君宜私募证券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合计持有公

司股份 17,325,065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4.98%，不再为公司持股 5%以上的股东；
2、本次权益变动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深圳市金奥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2 年 7 月 28 日披露了《关于持股 5%以上股

东减持股份预披露公告》（公告编号：2022-092），公司股东深圳君宜私募证券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君宜公司”） 因资金需求安排， 拟通过集中竞价或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其持有的公司股份不超过 1,216,600
股，即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 0.35%；通过集中竞价方式减持的，减持期间为本减持计划公告披露之日起 15
个交易日后的 3个月内；通过大宗交易减持的，减持期间为减持计划公告披露之日起 3 个交易日后的 3 个
月内。

公司于近日收到君宜公司出具的《关于股份减持计划实施完成的告知函》及《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截至本公告日，君宜公司通过大宗交易方式累计减持了公司股份 1,216,60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35%；本
次减持计划已实施完成，君宜公司持有公司股份比例由 5.33%减少至 4.98%，不再为公司持股 5%以上的股
东。 具体情况如下：

一、股东减持情况
1、股东减持股份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证券账户名称 减持方式 减持期间 减 持 均 价
（元/股） 减持股数（股） 减 持 比

例

深圳君宜私募
证券基金管理
有限公司

深圳君宜私募证券基金管理有限
公司—君宜祈灵私募证券投资基
金

大宗交易 2022年 8月 2日 11.39 836,600 0.24%

深圳君宜私募证券基金管理有限
公司—君宜祈良私募证券投资基
金

大宗交易 2022年 8月 2日 11.39 380,000 0.11%

合计 - - - 1,216,600 0.35%

君宜公司本次减持股份的来源是参与非公开发行认购的公司股份， 其通过深圳君宜私募证券基金管
理有限公司—君宜祈初私募证券投资基金（持有 7,149,122 股）、深圳君宜私募证券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君
宜祈灵私募证券投资基金（持有 5,372,807 股）、深圳君宜私募证券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君宜祈良私募证券
投资基金（持有 6,019,736股）合计持有 18,541,665 股，占发行后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 5.33%，成为公司持股
5%以上股东， 具体情况详见公司于 2022年 1月 26日披露的《关于股东权益变动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
号：2022-010）及《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二）》。

自上述权益变动公告及报告书披露以来至本公告披露日， 君宜公司通过大宗交易方式累计减持公司
股份 1,216,6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35%。 君宜公司持有公司股份比例由 5.33%减少至 4.98%，不再为公司
持股 5%以上的股东。

2、股东本次减持前后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证券账户名称 股份性质

本次减持前持有股份 本次减持后持有股份

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
例 股数（股） 占总股本

比例

深圳君宜私
募证券基金
管理有限 公
司

深圳君宜私募证券
基金管理有限 公
司—君宜祈初私募
证券投资基金

合计持有股份 7,149,122 2.06% 7,149,122 2.06%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7,149,122 2.06% 7,149,122 2.06%

有限售条件股份 0 0 0 0

深圳君宜私募证券
基金管理有限 公
司—君宜祈灵私募
证券投资基金

合计持有股份 5,372,807 1.55% 4,536,207 1.30%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5,372,807 1.55% 4,536,207 1.30%

有限售条件股份 0 0 0 0

深圳君宜私募证券
基金管理有限 公
司—君宜祈良私募
证券投资基金

合计持有股份 6,019,736 1.73% 5,639,736 1.62%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6,019,736 1.73% 5,639,736 1.62%

有限售条件股份 0 0 0 0

合计

合计持有股份 18,541,665 5.33% 17,325,065 4.98%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18,541,665 5.33% 17,325,065 4.98%

有限售条件股份 0 0 0 0

本次权益变动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涉及本次权益变动的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于同日披露的《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二、其他相关说明
1、君宜公司本次减持计划的实施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部门规章、规
范性文件的规定。

2、本次君宜公司减持公司股份事项与此前已披露的计划一致，本次减持计划已实施完毕。
3、本次减持的股东不属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本次减持计划的实施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

变化，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及持续经营产生影响。
三、备查文件
君宜公司出具的《关于股份减持计划实施完成的告知函》和《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特此公告。

深圳市金奥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 年 8 月 4 日

南方基金关于旗下部分基金增加东方证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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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简称“东方证券”）签署的
销售合作协议， 东方证券将自 2022年 08月 0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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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327 南方潜力新蓝筹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A类 开通 开通
2 003161 南方安泰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A类 开通 开通
3 003612 南方卓元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A类 开通 开通
4 003613 南方卓元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C 类 开通 开通

5 004432 南方中证申万有色金属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
资基金发起式联接基金 A类 开通 开通

6 004433 南方中证申万有色金属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
资基金发起式联接基金 C 类 开通 开通

7 004642 南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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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类 开通 开通

8 004643 南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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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类 开通 开通

9 004705 南方祥元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A类 开通 开通
10 004706 南方祥元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C 类 开通 开通
11 005123 南方优享分红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A类 开通 开通
12 005742 南方成安优选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开通 开通
13 006030 南方昌元可转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A类 开通 开通
14 006031 南方昌元可转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C 类 开通 开通
15 006587 南方优享分红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C 类 开通 开通
16 006921 南方智诚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开通 开通
17 012220 南方安泰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C 类 开通 开通
18 015396 南方潜力新蓝筹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C 类 开通 开通

从 2022年 08月 05日起，投资人可通过东方证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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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优惠规则以东方证券的安排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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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人可与东方证券约定定投业务的每期固定投资金额。 目前，东方证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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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证券的相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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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方证券客服电话：95503
东方证券网址：www.dfzq.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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 年 08 月 05 日

金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
金鹰民稳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提前结束募集的公告
金鹰民稳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本基金”，A 类份额基金代码：014761，C 类份额基金代码：

014762）经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2021〕4015号文注册，已于 2022年 6月 20日开始募集，原定募集截止日为
2022年 9月 19日。

为了更好地保护投资人利益，根据本基金的实际募集情况和市场情况以及《金鹰民稳混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基金合同》、《金鹰民稳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和《金鹰民稳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份额发售
公告》等文件的相关规定，经与本基金托管人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协商一致，本基金管理人决定提
前结束本基金的募集，募集截止日由原定的 2022年 9月 19日提前至 2022 年 8 月 5 日，即本基金最后一个
募集日为 2022年 8月 5日，2022年 8月 6日起不再接受认购申请。 敬请投资者留意。

投资者可登陆本公司网站（www.gefund.com.cn）查询相关信息或拨打客户服务电话（4006-135-888）咨

询相关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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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证监会对基金

募集的注册或核准，不代表对基金收益和风险的实质性判断和保证。 基金定投并不等于零存整取，不能规
避基金投资所固有的风险，也不能保证投资人获得收益。投资有风险，决策须谨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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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募说明书》和《基金产品资料概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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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资者购入基金时，投资者应确认已知悉基金
产品资料概要，货币市场基金、ETF及中国证监会规定的其他基金品种或情形除外。 基金不同于银行储蓄，
基金投资人投资于基金有可能获得较高的收益， 也有可能损失本金。 基金管理人提醒投资者基金投资的
“买者自负”原则，在投资者作出投资决策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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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负责。

特此公告。

金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2 年 8 月 5 日

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新增金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为部分基金申购赎回代理券商的公告
根据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基金管理人”）与金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签署的基金销售协

议，新增上述券商担任富国中证农业主题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场内扩位简称：农业 ETF；基金
代码：159825）、富国中证旅游主题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场内扩位简称：旅游 ETF；基金代码：
159766）及富国中证 1000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场内扩位简称：1000ETF；基金代码：159629）的
申购赎回代办券商。 投资人可通过上述券商办理开户及上述基金的申购、赎回等业务。 其他业务的开通情
况敬请投资者留意届时公告。

投资者可以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事宜：

金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400-8888-228
公司网站：www.jyzq.cn
投资者也可以通过以下方式联系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进行咨询：
客服电话：95105686，4008880688（全国统一，均免长途话费）
网址：www.fullgoal.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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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资者投资于本基金管理人管理的基金时应认真阅读相关基金的《基金合同》、
《招募说明书》等法律文件，了解基金产品的详细情况，选择与自己风险识别能力和风险承受能力相匹配的
基金，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二二年八月五日

上海东方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旗下部分基金增加上海陆享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为代理销售机构并开通定投业务的公告
上海东方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经与上海陆享基金销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陆享

基金）协商一致，陆享基金自 2022 年 8 月 5 日起（含）开始代理销售下列基金相关份额，并同步开通下列基
金相关份额在陆享基金的定期定额投资业务。 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基金列表

基金代码 基金名称

014910 东方红短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份额）

014911 东方红短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C 类份额）

015612 东方红短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E 类份额）

015052 东方红医疗升级股票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A类份额）

015053 东方红医疗升级股票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C 类份额）

015102 东方红 ESG可持续投资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份额）

015103 东方红 ESG可持续投资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C 类份额）

二、业务办理
自 2022年 8月 5日起（含），投资者可通过陆享基金办理上述基金相关份额的开户、申购、赎回及定期

定额投资业务，定投起点金额为 10元，无级差。 实际操作中，相关业务办理的具体时间、具体流程以销售机
构的规定为准。

三、咨询方式
投资者可以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情况：
1、上海陆享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021-53398816
公司网站： https:// www.luxxfund.com
2、上海东方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400-920-0808
公司网址：www.dfham.com
四、 重要提示
1、代理销售机构的具体营业网点、业务办理方式及流程等，请投资者遵循代理销售机构的规定。
2、关于上述基金具体费率优惠活动解释权归销售机构所有。
3、关于上述基金开放或暂停办理申购、赎回、限制大额申购等业务的具体情况请投资者以本公司最新

业务公告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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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

也不保证最低收益。基金投资需谨慎，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投资者欲了解基金的详细情况，请于投资
基金前认真阅读基金最新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基金产品资料概要以及相关业务公告。 敬请投资者关
注适当性管理相关规定，提前做好风险测评，并根据自身的风险承受能力购买风险等级相匹配的产品。 投
资者应当充分了解基金定期定额投资和零存整取等储蓄方式的区别。 定期定额投资是引导投资者进行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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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保证投资者获得收益，也不是替代储蓄的等效理财方式。

本公告的解释权归上海东方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所有。
特此公告。

上海东方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22 年 8 月 5 日

证券代码：300921 证券简称：南凌科技 公告编号：2022-055

南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持股 5%以上股东权益变动的提示性公告
持股 5%以上股东深圳市东方富海创业投资企业（有限合伙） 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真实、准

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特别提示：
1、南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持股 5%以上股东深圳市东方富海创业投资企业（有限合

伙）（以下简称“东方富海”）本次权益变动的性质为股份减少，不触及要约收购；
2、本次权益变动后，东方富海持有公司股份的比例为 5.7557%；
3、本次权益变动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一、本次权益变动的基本情况
东方富海为公司首次公开发行持股 5%以上股东，持有公司股份 8,070,000 股，占当时公司总股本比例

11.0670%。
公司于 2021 年 5 月 14 日实施股权激励第一类限制性股票 240,000 股授予登记， 公司总股本增至

73,159,650股，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公司股份持股比例被动稀释至 11.0307%。
公司于 2021年 6月 3日实施 2020年度利润分配及分红派息事项后，公司总股本增至 131,687,370 股，

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公司股份增至 14,526,000股，持股比例为 11.0307%。
公司于 2022年 8月 4日收到东方富海出具的《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东方富海因经营发展资金需求，

自 2022 年 1 月 18 日至 2022 年 8 月 4 日期间， 累计通过集中竞价交易和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
6,946,500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为 5.2750%。 本次权益变动后，东方富海持有公司股份 7,579,500股，持股比
例为 5.7557%。

二、股东减持股份前后持股变动情况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本次减持前持有股份 本次减持后持有股份

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例（%） 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例（%）

深圳市东方富海创
业投资企业（有限合
伙）

合计持有股份 14,526,000 11.0307 7,579,500 5.7557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14,526,000 11.0307 7,579,500 5.7557

有限售条件股份 - - - -

三、相关情况说明
1、东方富海减持公司股份事项已按照规定进行了预披露，本次减持与已披露的减持计划、减持意向一

致，实际减持股份数量未超过计划减持股份数量，东方富海减持计划尚未实施完毕。
2、东方富海属于公司持股 5%以上股东，本次减持股份计划的实施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及持续经营产

生重大不利影响，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
3、公司将持续关注上述股份减持计划的实施进展情况，并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四、备查文件
深圳市东方富海创业投资企业（有限合伙）出具的《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特此公告。

南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二年八月四日

中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
旗下部分基金网上直销费率优惠的公告
为更好地满足广大投资者的理财需求，中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决定，自 2022年 8

月 5日起，对通过本公司网上直销进行认申购、定投及通过 e通宝进行认申购、定投本公司旗下部分基金的
个人投资者实行费率优惠。 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适用范围：
1、 适用基金
本公司旗下已开通网上直销交易相关业务的部分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包括：
中海优质成长证券投资基金（前端代码：398001）；
中海分红增利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前端代码：398011）；
中海能源策略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398021）；
中海蓝筹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398031）；
中海量化策略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398041）；
中海上证 50指数增强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399001）；
中海环保新能源主题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398051）；
中海增强收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A（基金代码：395011）；
中海消费主题精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398061）；
中海医疗保健主题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399011）；
中海优势精选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393001）；
中海可转换债券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A（基金代码：000003）；
中海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A（基金代码：000298）；
中海积极收益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000597）；
中海医药健康产业精选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A（基金代码：000878）；
中海进取收益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001252）；
中海积极增利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001279）；
中海混改红利主题精选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001574）；
中海魅力长三角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001864）；
中海沪港深价值优选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002214）；
中海合嘉增强收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A（基金代码：002965）；
中海信息产业精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000166）；
中海顺鑫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002213）；
中海沪港深多策略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005646）；
中海海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A（基金代码：011514）；
中海中短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000674）；
中海海颐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A（基金代码：013581）；
中海添瑞定期开放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005252）。

2、 适用投资者
本次费率优惠仅对通过本公司网上直销对上述基金进行认申购、定投和通过 e通宝对上述基金进行的

认申购、定投的个人投资者。
二、优惠费率及标准
1、投资者通过“e通宝”认申购、定投适用基金，享受 2折优惠，基金费率为固定金额的不享受此费率优

惠。
2、投资者通过工行直连、招行直连、农行直连、通联支付认申购、定投适用基金，优惠费率为 0.6%，若产

品原费率低于 0.6%，按照原费率执行。
3、投资者通过建行直连认申购、定投适用基金，享受 8折优惠，优惠后不低于 0.6%，若产品原费率低于

0.6%，按原费率执行。
三、重要提示
1、 本次费率优惠调整仅针对处于基金募集期的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认购费率、 处于正常开放期的指

定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前端收费）的业务手续费费率，不包括基金的后端收费模式的手续费费率。
2、以上费率优惠政策如有变更，请以中海基金官方网站所示公告为准。
3、投资者投资本基金前，请仔细阅读本基金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相关法律文件。 各基金原费率参

见各基金相关法律文件及最新业务公告。
四、投资人可通过以下途径了解或咨询详情
中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司网站：www.zhfund.com
客服热线：400-888-9788（免长途话费）
五、风险提示
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

低收益。 敬请投资人注意投资风险。
投资人申请使用本公司网上直销交易业务前，应认真阅读网上直销业务相关协议、相关规则，了解网

上直销交易的固有风险和相关产品风险，投资人应慎重选择，并在使用时妥善保管好交易信息，特别是基
金账号和交易密码。

投资者充值 e通宝相当于购买中海货币市场证券投资基金，投资者购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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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有风险。 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
和运用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投资人购买基金前请详细阅读本基金的《基金合
同》和《招募说明书》等法律文件，了解本基金的具体情况。 基金的过往业绩不预示其未来表现，基金管理人
管理的其他基金业绩不构成本基金业绩表现的保证。 我国基金运作时间较短，不能反映股市发展的所有阶
段。

投资者欲了解网上直销“e 通宝”业务的详细情况，请详细阅读 2010 年 10 月 26 日刊登于《中国证券
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本公司网站（www.zhfund.com）的《中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开展网上直
销“e通宝”业务的公告》。

特此公告。

中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2 年 8 月 5 日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旗下部分 ETF 增加国金证券为一级交易商的公告
经上海证券交易所确认，根据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与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金证券”）签署的协议，自 2022 年 8 月 5 日起，本公司增加国金证券为旗下部分 ETF 的一级交易商

（申购赎回代办证券公司），具体的业务流程、办理时间和办理方式以国金证券的规定为准。
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适用基金

序号 基金
代码 基金名称 场内简称 扩位证券简称

1 510100 易方达上证 5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SZ50ETF 上证 50ETF易方达
2 510900 易方达恒生中国企业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H 股 ETF H 股 ETF
3 512010 易方达沪深 300医药卫生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医药 ETF 医药 ETF
4 512070 易方达沪深 300非银行金融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证券保险 证券保险 ETF
5 512090 易方达 MSCI中国 A股国际通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MSCI易基 MSCIA股 ETF易方达
6 513010 易方达恒生科技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QDII） 港股科技 恒生科技 30ETF
7 513200 易方达中证港股通医药卫生综合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港股医药 港股通医药 ETF
8 516070 易方达中证内地低碳经济主题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碳中和 50 碳中和 50ETF
9 516090 易方达中证新能源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新能源 E 新能源 ETF易方达
10 517010 易方达中证沪港深 50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HGS500E 沪港深 500ETF指数
11 517030 易方达中证沪港深 30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HGS300 沪港深 300ETF基金
12 562990 易方达中证上海环交所碳中和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碳中和 E 碳中和 100ETF
13 588080 易方达上证科创板 50成份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科创板 50 科创板 50ETF

二、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
1.国金证券
注册地址：成都市青羊区东城根上街 95号
办公地址：成都市青羊区东城根上街 95号成证大厦
法定代表人：冉云
联系人：杜晶、黎建平
联系电话：028-86690057
客户服务电话：95310
传真：028-86690126
网址：www.gjzq.com.cn
2.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400-881-8088
网址：www.efunds.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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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募说明书（更新）和基金产品资料概要（更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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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金管理人提醒投资者基金投资的“买者自负”原则，在投资者作出投资决策后，基金运营状况与基金净值变化引致的投资风险，由
投资者自行负责。

特此公告。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2 年 8 月 5 日

中欧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旗下部分基金投资英搏尔 (300681)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公告
中欧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旗下部分基金参加了珠海英搏尔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英搏尔，代码：300681）非公开发行股票的认购。珠海英搏尔电气股份有限公司已发布《珠海英搏尔电气股份有限公司创

业板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上市公告书》，公布了本次非公开发行结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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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现将旗下基金投资此非公开发行股票的相关信息
公告如下：
基金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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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锁定期

中欧创新成长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694,020 34,000,039.80 0.9922 38,191,920.60 1.1146 6个月
中欧启航三年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326,597 15,999,987.03 0.4487 17,972,632.91 0.5041 6个月
中欧责任投资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469,483 22,999,972.17 0.5346 25,835,649.49 0.6005 6个月
中欧优势成长三个月定期开放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
资基金 204,123 9,999,985.77 0.8137 11,232,888.69 0.9140 6个月

中欧互联网先锋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510,308 24,999,988.92 0.5360 28,082,249.24 0.6021 6个月
中欧行业成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LOF) 530,720 25,999,972.80 0.5315 29,205,521.60 0.5970 6个月

注：基金资产净值、账面价值为 2022年 08月 03日数据。
特此公告。

中欧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2 年 08 月 05 日

安信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关于公司住所变更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22年 08月 05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管理人名称 安信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管理办法》、《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法定名称变更日期 -
变更前基金管理人法定名称 -
变更后基金管理人法定名称 安信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住所变更日期 2022-08-03
变更前基金管理人住所 深圳市福田区莲花街道福中社区金田路 4018号安联大厦 27A02/27B02
变更后基金管理人住所 深圳市福田区福田街道福安社区福华一路 119号安信金融大厦 21楼、22楼

2、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本次公司住所变更已办理完毕工商变更登记。

安信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22 年 08 月 05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