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华安纳斯达克100指数证券投资基

金因境外主要市场节假日暂停申购、

赎回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14年1月15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华安纳斯达克

100

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华安纳斯达克

100

指数

基金主代码

040046

基金管理人名称 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根据《华安纳斯达克

100

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和《华安纳斯达

克

100

指数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的有关规定。

暂停相关业务的起始日、 金额及

原因说明

暂停申购起始日

2014

年

1

月

20

日

暂停赎回起始日

2014

年

1

月

20

日

暂停定期定额投资起始日

2014

年

1

月

20

日

暂停申购（赎回、定期定额投资）的

原因说明

鉴于

2014

年

1

月

20

日为美国公众假

日（马丁路德金日），华安纳斯达克

100

指数证券投资基金投资所处的

主要市场休市。

2.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1）人民币份额代码为040046，美元现钞份额代码为040047，美元现汇份额代码为040048。人民币份额

开放定期定额投资业务办理，美元现钞和美元现汇份额暂不开放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的办理。

2）华安纳斯达克100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自2014年1月21日（星期二）起恢复日常申购（含定期定额申

购）、赎回业务，届时不再另行公告。

3）敬请投资人提前做好交易安排，避免因假期原因，带来不便。

4）投资者可登录本基金管理人网站（www.huaan.com.cn），或拨打客户服务电话40088-50099咨询相

关信息。

特此公告

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4年1月15日

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华安标普全球石油指数证券投资

基金（LOF）因境外

主要市场节假日暂停申购、赎回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14年1月15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华安标普全球石油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LOF

）

基金简称 华安标普全球石油指数（

QDII-LOF

）（场内

:

华安石油）

基金主代码

160416

基金管理人名称 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根据《华安标普全球石油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LOF

）基金合同》和《华安

标普全球石油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LOF

）招募说明书》的有关规定。

暂停相关业务的起始日、 金额及

原因说明

暂停申购起始日

2014

年

1

月

20

日

暂停赎回起始日

2014

年

1

月

20

日

暂停定期定额投资起始日

2014

年

1

月

20

日

暂停申购（赎回、定期定额投资）的

原因说明

鉴于

2014

年

1

月

20

日为美国公众假

日（马丁路德金日），华安标普全球

石油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

LOF

）投

资所处的主要市场休市。

2.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1）华安标普全球石油指数证券投资基金（LOF）自2014年1月21日（星期二）起恢复日常申购（含定期

定额申购）、赎回业务，届时不再另行公告。

2）敬请投资人提前做好交易安排，避免因假期原因，带来不便。

3）投资者可登录本基金管理人网站（www.huaan.com.cn），或拨打客户服务电话40088-50099咨询相

关信息。

特此公告

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4年1月15日

关于招商全球资源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2014年境外主要市场节假日暂停申购

赎回和定期定额申购业务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14年1月15日

1�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招商全球资源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招商全球资源股票

(QDII)

基金主代码

217015

基金管理人名称 招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根据《招商全球资源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招商全球资

源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的相关规定

暂停相关业务的起始日、 金额及

原因说明

暂停申购起始日

2014

年

1

月

20

日

暂停赎回起始日

2014

年

1

月

20

日

暂停定期定额投资起始日

2014

年

1

月

20

日

暂停（大额）申购（转换转入、赎回、转换转出、定期定

额投资）的原因说明

因境外主要市场逢节假日暂停交易，同时为了保障基金平稳运作，

保护基金持有人利益

注：-

2� 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招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决定，除上海和深圳证券交易所因国内节假日休市外，2014年下列境外主要市场节假日，将暂

停招商全球资源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本基金” ,基金代码：217015）的申购、赎回和定期定额申购业务，并自暂停日的下一工作日恢复，

届时将不再另行公告。暂停期间投资人提交的本基金的申购、赎回及定期定额申购业务将做失败处理。

2014年招商全球资源股票(QDII)境外主要市场节假日列表

日期 � � � � � � � � � � � � � � � � � � � � � � 节假日

2014年01月20日 马丁·路德金纪念日

2014年02月17日 美国总统日

2014年04月18日 耶稣受难日

2014年04月21日 复活节礼拜一

2014年05月26日 美国阵亡将士纪念日

2014年07月04日 美国独立日

2014年09月01日 美国劳动节

2014年11月27日 美国感恩节

2014年12月25日 圣诞节假期

2014年12月26日 圣诞节假期

若境外主要市场节假日或交易清算日发生变化，或根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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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敬请广大投资者认真查阅直销机构和各代销机构的具体业务规则，及早做好交易安排，避免因假期原因带来不便。

如有疑问，请拨打客户服务热线：400-887-9555（免长话费），或登陆网站www.cmfchina.com获取相关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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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募说明书等文件。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招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4年1月15日

招商安泰股票证券投资基金

2013年年度分红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14年1月15日

1�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招商安泰股票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招商安泰股票

基金主代码

217001

基金合同生效日

2003

年

4

月

28

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招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招商安泰系列开放式证券投资

基金基金合同》、《招商安泰系列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等

收益分配基准日

2013

年

12

月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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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币元）

0.3715

基准日基金可供分配利润（单位：人民币元）

15,399,473.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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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699,736.65

本次分红方案（单位：元

/10

份基金份额）

0.1000

有关年度分红次数的说明 本次分红为

2013

年第一次分红

注：根据本基金发行文件规定，本基金每次收益分配比例不低于当期已实现净收益的5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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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准日基金可供分配利润*50%。

2� 与分红相关的其他信息

权益登记日

2014

年

1

月

20

日

除息日

2014

年

1

月

20

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14

年

1

月

21

日

分红对象 权益登记日登记在册的本基金份额持有人。

红利再投资相关事项的说明

1

）选择红利再投资的投资者其转投基金份额的基金份额净值日为：

2014

年

1

月

20

日；

2

）红利再投资的基金份额可赎回起始日：

2014

年

1

月

22

日。

税收相关事项的说明 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相关规定，基金向投资者分配的基金收益，暂免征所得税。

费用相关事项的说明

1

）本基金本次分红免收分红手续费；

2

）选择红利再投资方式的投资者其红利再投资的基金份额免收申购费用。

3� 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3.1收益发放办法

1） 选择现金分红方式的投资者的红利款将于2014年1月21日自基金托管账户划出。

2） 选择红利再投资分红方式的投资者所转换的基金份额于2014年1月21日直接计入其基金账户。2014年1月22日起投资者可以查询、赎回。

3） 权益登记日之前（含当日）办理了转托管转出尚未办理转托管转入的投资者，其分红方式一律按照红利再投资处理，所转出的基金份额待

转托管转入确认后与红利再投资所得份额一并划转。

4） 冻结基金份额的红利发放按照《招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开放式基金业务规则》的相关规定处理。

3.2� 提示

1） 权益登记日以后（含权益登记日）申请申购、转换转入的基金份额不享有本次分红权益，权益登记日申请赎回、转换转出的基金份额享有

本次分红权益。

2） 本次分红确认的方式按照投资者在权益登记日之前最后一次选择的分红方式为准。对于未选择具体分红方式的投资者，本基金默认的分

红方式为现金分红方式。

3.3咨询办法

3.3.1� � 代销网点

1、代销机构：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深圳市深南大道7088号招商银行大厦

法定代表人：傅育宁

电话：（0755）83198888

传真：（0755）83195050

联系人：邓炯鹏

2、代销机构：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西城区复兴门内大街1号

法定代表人：田国立

电话：95566

传真：（010）66594853

联系人：张建伟

3、代销机构：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西城区复兴门内大街55号

法定代表人：姜建清

电话：95588

传真：010-66107914

联系人：王均山

4、代销机构：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东城区朝阳门北大街8号富华大厦C座

法定代表人：常振明

电话：95558

传真：（010）65550827

联系人：郭伟

5、代销机构：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东城区建国门内大街69号

法定代表人：蒋超良

电话：95599

传真：（010）85109219

联系人：刘峰

6、代销机构：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25号

法定代表人：王洪章

电话：010－66275654

传真：010－66275654

联系人：王琳

7、代销机构：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银城中路188号

法定代表人：牛锡明

电话：（021）58781234

传真：（021）58408483

联系人：曹榕

8、代销机构：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3号

法定代表人：李国华

电话：95580

传真：（010）68858117

联系人：王硕

9、代销机构：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区深南东路5047号

法定代表人：孙建一

电话：95511-3

传真：（021）50979507

联系人：张莉

10、代销机构：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西城区复兴门外大街6号光大大厦

法定代表人：唐双宁

电话：95595

传真：（010）63636248

联系人：李伟

11、代销机构：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浦东南路500号

法定代表人：吉晓辉

电话：（021）61618888

传真：（021）63604199

联系人：高天

12、代销机构：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西城区复兴门内大街2号

法定代表人：董文标

电话：（010）57092619

传真：（010）58092611

联系人：杨成茜

13、代销机构：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甲17号首层

法定代表人：闫冰竹

电话：010-66223587

传真：010-66226045

联系人：谢小华

14、代销机构：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东城区建国门内大街22号

法定代表人：吴建

电话：（010）85238667

传真：（010）85238680

联系人：郑鹏

15、代销机构：包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内蒙古包头市钢铁大街6号

法定代表人：李镇西

电话：0472-5189051

传真：0472-5189057

联系人：刘芳

16、代销机构：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95558

网址： www.citics.com

17、代销机构：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4008888666

网址：www.gtja.com

18、代销机构：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95553

网址： www.htsec.com

19、代销机构：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95575或致电各地营业网点

网址： www.gf.com.cn

20、代销机构：申银万国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95523或4008895523

网址： www.sywg.com

21、代销机构：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4008816168

网址： www.pingan.com.cn

22、代销机构：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热线:� 95525

网址：www.ebscn.com

23、代销机构：长城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4006666888

网址： www.cgws.com

24、代销机构：财富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0731）4403360

网址： www.cfzq.com

25、代销机构：湘财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400-888-1551

网址： www.xcsc.com

26、代销机构：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4008001001

公司网站地址：www.essence.com.cn

27、代销机构：中信万通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95548

网址：www.zxwt.com.cn

28、代销机构：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95536

网址： www.guosen.com.cn

29、代销机构：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4008888123/� 95562.

网址： www.xyzq.com.cn

30、代销机构：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95579或4008-888-999

网址：www.95579.com

31、代销机构：中银国际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400-620-8888

网址： www.bocichina.com

32、代销机构：华福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400-620-8888

网址： www.bocichina.com

33、代销机构：国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95563

网址：www.ghzq.com.cn

34、代销机构：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95597

网址： www.htsc.com.cn

35、代销机构：大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4008-169-169

网址：www.daton.com.cn

36、代销机构：中航证券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400-8866-567

网址：www.avicsec.com

37、代销机构：华宝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4008209898

网址：www.cnhbstock.com

38、代销机构：方正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95571

网址：www.foundersc.com

39、代销机构：华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95571

网址：www.foundersc.com

40、代销机构:齐鲁证券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95538

网址：www.qlzq.com.cn

41、代销机构：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400-888-8888

网址：www.chinastock.com.cn

42、代销机构：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4008888108

网址：www.csc108.com

43、代销机构：信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400-800-8899

网址：www.cindasc.com

44、代销机构：宏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4008-000-562

网址：www.hysec.com

45、代销机构：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95558

网址： www.citics.com

46、代销机构 ：华融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010-58568118

网址： www.hrsec.com.cn

47、代销机构：天相投资顾问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010）66045678

网址：http://www.txsec.com

48、代销机构：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95578

公司网站：www.gyzq.com.cn

49、代销机构：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400-888-8993

网址：www.dxzq.net

50、代销机构：山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400-666-1618

网址：www.i618.com.cn

51、代销机构：西藏同信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客户服务热线：40088-11177

网址：http://www.xzsec.com/

52、代销机构：中山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客服电话：4001022011

网址： www.zszq.com

53、代销机构：广州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客服电话：020-961303

网址：www.gzs.com.cn

54、代销机构：恒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各营业部电话

网址：www.cnht.com.cn

55、代销机构：渤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网址：www.bhzq.com

客服电话：400-651-5988

56、代销机构：民生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网址：www.mszq.com

客服电话：4006198888

57、代销机构：万和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网址：http://www.vanho.com.cn

客服电话：0755-25170332

58、代销机构：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4008601555

网址： http://www.dwzq.com.cn

59、代销机构：五矿证券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40018-40028

网站：www.wkzq.com.cn

60、代销机构：中信证券（浙江）有限责任公司（原中信金通证券）

公司网站：www.bigsun.com.cn

客服电话：0571-95548

61、代销机构：东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400-888-8588；95531

网址：http://www.longone.com.cn

62、代销机构：华龙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客服电话：4006-89-8888，0931-96668

网址：www.hlzqgs.com

63、代销机构：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4006600109

网址：www.gjzq.com.cn

64、代销机构：中国中投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网址：www.china-invs.cn

客服电话：4006008008、95532

65、代销机构： 国都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客服电话：400-818-8118

网址：http://www.guodu.com

66、代销机构：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4008096096

网址：www.swsc.com.cn

67、代销机构：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0571967777

网址：www.stocke.com.cn

68、代销机构：英大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客服电话：4000-188-688

公司网址：www.ydsc.com.cn

69、代销机构：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400-600-0686

网址：www.nesc.cn

70、代销机构：华鑫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网站：www.cfsc.com.cn

客服电话：021-32109999；029-68918888；4001099918

71、代销机构：新时代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客服电话：400-698-9898

网址：www.xsdzq.cn

72、代销机构：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

网址：www.cicc.com.cn

客服电话：010-65051166

73、代销机构：中国民族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4008895618@网址： www.e5618.com

74、代销机构：上海长量基金销售投资顾问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400-089-1289

网址： www.e-rich.com.cn

75、代销机构：深圳众禄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4006-788-887

网址： www.jjmmw.com

76、代销机构：杭州数米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4000-766-123

网址： www.fund123.cn

77、代销机构：北京展恒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400-888-6661

网址： www.myfund.com

78、代销机构：诺亚正行（上海）基金销售投资顾问有限公司

电话：400-821-5399

网址：www.noah-fund.com

79、代销机构：上海好买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电话：（021）58870011

网址：www.ehowbuy.com

80、代销机构：中期时代基金销售（北京）有限公司

电话：400-8888-160

网址：www.cifcofund.com

81、代销机构：上海天天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电话：400-1818-188

网址：www.1234567.com.cn

82、代销机构：和讯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电话：400-920-0022

网址：http://licaike.hexun.com/

3.3.2直销机构：招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招商基金客户服务中心电话：400-887-9555（免长途话费）

招商基金电子商务网上交易平台

交易网站：www.cmfchina.com

交易电话：400-887-9555（免长途话费）

电话：（0755）83195018

传真：（0755）83199059

联系人：李涛

招商基金机构一部

地址：上海市浦东南路588号浦发大厦29楼AK单元

电话：（021）58796636

联系人： 王雷

招商基金机构二部

地址：深圳市深南大道7088号招商银行大厦23楼

电话：（0755）83196377

联系人：苏菁

招商基金机构三部

地址：北京市西城区武定侯街6号卓著中心2001室

电话：（010）66290590

联系人：仇小彬

招商基金直销交易服务联系方式

地址：深圳市深南大道7088号招商银行大厦23层招商基金市场部客户服务中心

电话：（0755）83196359� 83196358

传真：（0755）83196360

备用传真：（0755）83199266

联系人：贺军莉

招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4年1月15日

招商安泰平衡型证券投资基金

2013年年度分红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14年1月15日

1�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招商安泰平衡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招商安泰平衡混合

基金主代码

217002

基金合同生效日

2003

年

4

月

28

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招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招商安泰系列开放式证券投资

基金基金合同》、《招商安泰系列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等

收益分配基准日

2013

年

12

月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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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币元）

1.1080

基准日基金可供分配利润（单位：人民币元）

10,180,961.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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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90,481.00

本次分红方案（单位：元

/10

份基金份额）

0.5400

有关年度分红次数的说明 本次分红为

2013

年度的第一次分红

注：根据本基金发行文件规定，本基金每次收益分配比例不低于当期已实现净收益的5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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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准日基金可供分配利润*50%。

2� 与分红相关的其他信息

权益登记日

2014

年

1

月

20

日

除息日

2014

年

1

月

20

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14

年

1

月

21

日

分红对象 权益登记日登记在册的本基金份额持有人。

红利再投资相关事项的说明

1

）选择红利再投资的投资者其转投基金份额的基金份额净值日为：

2014

年

1

月

20

日；

2

）红利再投资的基金份额可赎回起始日：

2014

年

1

月

22

日。

税收相关事项的说明 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相关规定，基金向投资者分配的基金收益，暂免征收所得税。

费用相关事项的说明

1

）本基金本次分红免收分红手续费；

2

）选择红利再投资方式的投资者其红利再投资的基金份额免收申购费用。

3� 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3.1收益发放办法

1） 选择现金分红方式的投资者的红利款将于2014年1月21日自基金托管账户划出。

2） 选择红利再投资分红方式的投资者所转换的基金份额于2014年1月21日直接计入其基金账户。2014年1月22日起投资者可以查询、赎回。

3） 权益登记日之前（含当日）办理了转托管转出尚未办理转托管转入的投资者，其分红方式一律按照红利再投资处理，所转出的基金份额待

转托管转入确认后与红利再投资所得份额一并划转。

4） 冻结基金份额的红利发放按照《招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开放式基金业务规则》的相关规定处理。

3.2� 提示

1） 权益登记日以后（含权益登记日）申请申购、转换转入的基金份额不享有本次分红权益，权益登记日申请赎回、转换转出的基金份额享有

本次分红权益。

2） 本次分红确认的方式按照投资者在权益登记日之前最后一次选择的分红方式为准。对于未选择具体分红方式的投资者，本基金默认的分

红方式为现金分红方式。

3.3咨询办法

3.3.1� � 代销网点

1、代销机构：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深圳市深南大道7088号招商银行大厦

法定代表人：傅育宁

电话：（0755）83198888

传真：（0755）83195050

联系人：邓炯鹏

2、代销机构：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西城区复兴门内大街1号

法定代表人：田国立

电话：95566

传真：（010）66594853

联系人：张建伟

3、代销机构：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西城区复兴门内大街55号

法定代表人：姜建清

电话：95588

传真：010-66107914

联系人：王均山

4、代销机构：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东城区朝阳门北大街8号富华大厦C座

法定代表人：常振明

电话：95558

传真：（010）65550827

联系人：郭伟

5、代销机构：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东城区建国门内大街69号

法定代表人：蒋超良

电话：95599

传真：（010）85109219

联系人：刘峰

6、代销机构：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25号

法定代表人：王洪章

电话：010－66275654

传真：010－66275654

联系人：王琳

7、代销机构：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银城中路188号

法定代表人：牛锡明

电话：（021）58781234

传真：（021）58408483

联系人：曹榕

8、代销机构：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3号

法定代表人：李国华

电话：95580

传真：（010）68858117

联系人：王硕

9、代销机构：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区深南东路5047号

法定代表人：孙建一

电话：95511-3

传真：（021）50979507

联系人：张莉

10、代销机构：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西城区复兴门外大街6号光大大厦

法定代表人：唐双宁

电话：95595

传真：（010）63636248

联系人：李伟

11、代销机构：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浦东南路500号

法定代表人：吉晓辉

电话：（021）61618888

传真：（021）63604199

联系人：高天

12、代销机构：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西城区复兴门内大街2号

法定代表人：董文标

电话：（010）57092619

传真：（010）58092611

联系人：杨成茜

13、代销机构：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甲17号首层

法定代表人：闫冰竹

电话：010-66223587

传真：010-66226045

联系人：谢小华

14、代销机构：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东城区建国门内大街22号

法定代表人：吴建

电话：（010）85238667

传真：（010）85238680

联系人：郑鹏

15、代销机构：包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内蒙古包头市钢铁大街6号

法定代表人：李镇西

电话：0472-5189051

传真：0472-5189057

联系人：刘芳

16、代销机构：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95558

网址： www.citics.com

17、代销机构：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4008888666

网址：www.gtja.com

18、代销机构：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95553

网址： www.htsec.com

19、代销机构：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95575或致电各地营业网点

网址： www.gf.com.cn

20、代销机构：申银万国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95523或4008895523

网址： www.sywg.com

21、代销机构：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4008816168

网址： www.pingan.com.cn

22、代销机构：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热线:� 95525

网址：www.ebscn.com

23、代销机构：长城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4006666888

网址： www.cgws.com

24、代销机构：财富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0731）4403360

网址： www.cfzq.com

25、代销机构：湘财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400-888-1551

网址： www.xcsc.com

26、代销机构：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4008001001

公司网站地址：www.essence.com.cn

27、代销机构：中信万通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95548

网址：www.zxwt.com.cn

28、代销机构：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95536

网址： www.guosen.com.cn

29、代销机构：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4008888123/� 95562.

网址： www.xyzq.com.cn

30、代销机构：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95579或4008-888-999

网址：www.95579.com

31、代销机构：中银国际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400-620-8888

网址： www.bocichina.com

32、代销机构：华福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400-620-8888

网址： www.bocichina.com

33、代销机构：国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95563

网址：www.ghzq.com.cn

34、代销机构：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95597

网址： www.htsc.com.cn

35、代销机构：大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4008-169-169

网址：www.daton.com.cn

36、代销机构：中航证券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400-8866-567

网址：www.avicsec.com

37、代销机构：华宝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4008209898

网址：www.cnhbstock.com

38、代销机构：方正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95571

网址：www.foundersc.com

39、代销机构：华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95571

网址：www.foundersc.com

40、代销机构:齐鲁证券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95538

网址：www.qlzq.com.cn

41、代销机构：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400-888-8888

网址：www.chinastock.com.cn

42、代销机构：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4008888108

网址：www.csc108.com

43、代销机构：信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400-800-8899

网址：www.cindasc.com

44、代销机构：宏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4008-000-562

网址：www.hysec.com

45、代销机构：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95558

网址： www.citics.com

46、代销机构 ：华融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010-58568118

网址： www.hrsec.com.cn

47、代销机构：天相投资顾问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010）66045678

网址：http://www.txsec.com

48、代销机构：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95578

公司网站：www.gyzq.com.cn

49、代销机构：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400-888-8993

网址：www.dxzq.net

50、代销机构：山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400-666-1618

网址：www.i618.com.cn

51、代销机构：西藏同信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客户服务热线：40088-11177

网址：http://www.xzsec.com/

52、代销机构：中山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客服电话：4001022011

网址： www.zszq.com

53、代销机构：广州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客服电话：020-961303

网址：www.gzs.com.cn

54、代销机构：恒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各营业部电话

网址：www.cnht.com.cn

55、代销机构：渤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网址：www.bhzq.com

客服电话：400-651-5988

56、代销机构：民生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网址：www.mszq.com

客服电话：4006198888

57、代销机构：万和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网址：http://www.vanho.com.cn

客服电话：0755-25170332

58、代销机构：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4008601555

网址： http://www.dwzq.com.cn

59、代销机构：五矿证券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40018-40028

网站：www.wkzq.com.cn

60、代销机构：中信证券（浙江）有限责任公司（原中信金通证券）

公司网站：www.bigsun.com.cn

客服电话：0571-95548

61、代销机构：东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400-888-8588；95531

网址：http://www.longone.com.cn

62、代销机构：华龙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客服电话：4006-89-8888，0931-96668

网址：www.hlzqgs.com

63、代销机构：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4006600109

网址：www.gjzq.com.cn

64、代销机构：中国中投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网址：www.china-invs.cn

客服电话：4006008008、95532

65、代销机构： 国都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客服电话：400-818-8118

网址：http://www.guodu.com

66、代销机构：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4008096096

网址：www.swsc.com.cn

67、代销机构：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0571967777

网址：www.stocke.com.cn

68、代销机构：英大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客服电话：4000-188-688

公司网址：www.ydsc.com.cn

69、代销机构：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400-600-0686

网址：www.nesc.cn

70、代销机构：华鑫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网站：www.cfsc.com.cn

客服电话：021-32109999；029-68918888；4001099918

71、代销机构：新时代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客服电话：400-698-9898

网址：www.xsdzq.cn

72、代销机构：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

网址：www.cicc.com.cn

客服电话：010-65051166

73、代销机构：中国民族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4008895618

网址： www.e5618.com

74、代销机构：上海长量基金销售投资顾问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400-089-1289

网址： www.e-rich.com.cn

75、代销机构：深圳众禄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4006-788-887

网址： www.jjmmw.com

76、代销机构：杭州数米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4000-766-123

网址： www.fund123.cn

77、代销机构：北京展恒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400-888-6661

网址： www.myfund.com

78、代销机构：诺亚正行（上海）基金销售投资顾问有限公司

电话：400-821-5399

网址：www.noah-fund.com

79、代销机构：上海好买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电话：（021）58870011

网址：www.ehowbuy.com

80、代销机构：中期时代基金销售（北京）有限公司

电话：400-8888-160

网址：www.cifcofund.com

81、代销机构：上海天天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电话：400-1818-188

网址：www.1234567.com.cn

82、代销机构：和讯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电话：400-920-0022

网址：http://licaike.hexun.com/

3.3.2� � 直销机构：招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招商基金客户服务中心电话：400-887-9555（免长途话费）

招商基金电子商务网上交易平台

交易网站：www.cmfchina.com

交易电话：400-887-9555（免长途话费）

电话：（0755）83195018

传真：（0755）83199059

联系人：李涛

招商基金机构一部

地址：上海市浦东南路588号浦发大厦29楼AK单元

电话：（021）58796636

联系人： 王雷

招商基金机构二部

地址：深圳市深南大道7088号招商银行大厦23楼

电话：（0755）83196377

联系人：苏菁

招商基金机构三部

地址：北京市西城区武定侯街6号卓著中心2001室

电话：（010）66290590

联系人：仇小彬

招商基金直销交易服务联系方式

地址：深圳市深南大道7088号招商银行大厦23层招商基金市场部客户服务中心

电话：（0755）83196359� 83196358

传真：（0755）83196360

备用传真：（0755）83199266

联系人：贺军莉

招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4年1月15日

关于招商标普高收益红利贵族指数增强

型证券投资基金2014年境外主要市场

节假日暂停申购赎回和定投业务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14年1月15日

1�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招商标普高收益红利贵族指数增强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招商标普指数

-

人民币

(QDII)

招商标普指数

-

美元

(QDII)

招商标普指数

-

港币

(QDII)

基金主代码

招商标普指数

-

人民币

(QDII)

，代码：

000391

招商标普指数

-

美元

(QDII)

，代码：

000392

招商标普指数

-

港币

(QDII)

，代码：

000393

基金管理人名称 招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根据《招商标普高收益红利贵族指数增强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招商标普高收益红利贵

族指数增强型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的相关规定

暂停相关业务的

起始日、 金额及

原因说明

暂停申购起始日

2014

年

1

月

20

日

暂停赎回起始日

2014

年

1

月

20

日

暂停定期定额投资起始日

2014

年

1

月

20

日

暂停（大额）申购（转换转入、赎回、转换

转出、定期定额投资）的原因说明

因境外主要市场逢节假日暂停交易，同时为了保障基金平稳运作，保护基金持有人利益

注：-

2� 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招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决定，除上海和深圳证券交易所因国内节假日休市外，2014年下列境外主要市场节假日，将暂

停招商标普高收益红利贵族指数增强型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本基金” ,招商标普指数-人民币，代码：000391；招商标普指数-美元，代码：

000392；招商标普指数-港币，代码：000393）的申购、赎回和定期定额申购业务，并自暂停日的下一工作日恢复，届时将不再另行公告。暂停期间投

资人提交的本基金的申购、赎回及定期定额申购业务将做失败处理。

2014年招商标普高收益红利指数增强(QDII)境外主要市场节假日列表

日期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节假日

2014年01月20日 马丁·路德金纪念日

2014年02月17日 美国总统日

2014年04月18日 耶稣受难日

2014年05月26日 美国阵亡将士纪念日

2014年07月04日 美国独立日

2014年09月01日 美国劳动节

2014年11月27日 美国感恩节

2014年12月25日 圣诞节

若境外主要市场节假日或交易清算日发生变化，或根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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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敬请广大投资者认真查阅直销机构和各代销机构的具体业务规则，及早做好交易安排，避免因假期原因带来不便。

如有疑问，请拨打客户服务热线：400-887-9555（免长话费），或登陆网站www.cmfchina.com获取相关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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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募说明书等文件。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招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4年1月15日

2014年 1 月 15 日 星期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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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losure

信息披露

zqsb@stcn.com� (0755)83501750

股票代码：600666� � � �股票简称：西南药业 编号：临2014-003

西南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对外担保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承担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1、被担保人名称：重庆太极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本次担保数量及累计为其担保数量：本次担保额合计为人民币4,000万元，累计为其担保：4,000万元

3、本次担保无反担保。

4、截至目前公司无逾期对外担保。

一、担保情况概述

西南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为控股股东重庆太极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太极股份）银行借款提供4,000万元担保额度。本次担保已于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和2012年年度

股东大会审议通过。2014年1月， 太极股份在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涪陵支行（以下简称： 招行涪陵支

行）办理授信融资4000万元，公司为太极股份提供连带保证责任担保，具体担保期限以公司与招行涪陵支行

双方签订的《最高额不可撤销担保书》约定为准。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重庆太极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肆亿贰仟陆佰捌拾玖万肆仟元整

住所：重庆市涪陵区太极大道1号

法定代表人：白礼西

主要经营范围：许可经营项目：中成药、西药加工、销售（有效期至2015年12月21日止）；以下限分支机构

经营：销售副食品及其他食品、 汽车二级维护及其以下作业、包装装潢及其他印刷、住宿；一般经营项目：保

健用品加工、销售；医疗器械销售（仅限I类）；医疗包装制品加工；百货、五金、交电、化工（不含化学危险

品）、工艺美术品（不含金银首饰）、机械设备、建筑材料销售（不含危险化学品和木材）；机械零部件加工；

中草药种植；水产养殖（国家有专项规定的除外）；商品包装；旅游开发；房地产开发（取得相关行政许可后

方可执业）；自有房屋、土地出租；贸易经纪与代理[以上范围法律、法规禁止经营的不得经营；法律、法规规定

应经审批而未获审批前不得经营]。

截至2013年9月30日，该公司资产总额873,965.17万元，负债总额714,785.35万元，净资产159,179.82

万元。

关联关系：太极股份为公司的控股股东。

三、担保的主要内容

2014年1月，太极股份在招行涪陵支行办理授信融资4000万元，本项融资由公司提供连带保证责任担保，

具体担保期限以公司与招行涪陵支行双方签订的《最高额不可撤销担保书》约定为准。

四、审议情况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对外担保的议案》。

公司2012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对外担保的议案》。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目前，公司实际已对外担保累计总额为23,857万元，占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55.03%。公司无逾期

担保。

六、备查文件目录

1、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

2、公司2012年股东大会决议

3、太极股份营业执照复印件

4、太极股份基本情况和最近一期的财务报表

特此公告。

西南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0一四年一月十五日

证券代码：002629� � � �证券简称：仁智油服 公告编号：2014-003

四川仁智油田技术服务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事项停牌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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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川仁智油田技术服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14� 年 01月 07� 日接到控股股东钱

忠良通知，目前正在筹划美国重大资产收购事项。经公司申请，公司股票已于 2014� 年 01� 月 08� 日起

停牌。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14� 年 01� 月 08� 日在《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中

国证券报》 及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上发布的 《重大事项停牌公告》（公告编号：

2014-002）。

截至目前， 公司控股股东钱忠良先生已向公司董事会就美国重大资产收购项目进行了初步汇报，

董事会认为该项目目前所提供的资料尚不完善， 要求进一步完善该项目资料并尽快形成可行性研究

报告提交董事会审议。由于该事项尚存在不确定性，为避免股票价格异常波动，保护广大投资者的利

益，公司股票将继续停牌。停牌期间，公司将密切关注该事项进展情况，并根据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

息披露义务，至少每五个交易日发布一次重大事项进展公告，直至相关事项确定并披露有关结果后复

牌。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 《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 及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有关公司的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公

司后续公告，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四川仁智油田技术服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4年1月14日

证券代码：600256� � � �证券简称：广汇能源 公告编号：2014-002

广汇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交易波动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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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股票于2014年1月10日、1月13日和1月14日连续三个交易日收盘价格涨跌幅偏离值累计达到-16.28%，

未达到《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交易规则》中规定的股票交易异常波动范围，但因波动引起市场较高关注，

投资者相关咨询较多，公司针对此情况进行了全面自查及询证核实，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公司关注并核实的相关情况：

本公司已进行全面自查，并采取书面方式向公司控股股东新疆广汇实业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进

行函证。经公司董事会、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确认，截至目前：

1、公司各项生产经营工作正常进行，全体管理人员正常有序开展工作，除本公司已公告披露的信息

外，不存在对公司股票交易价格可能产生重大影响的重大事项，公司及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均不存在其

他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

2、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3、公司未发现近期公共媒体报道有影响公司股价而需要澄清的重大事项。

二、董事会声明

本公司董事会确认，本公司没有任何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披露而未披

露的事项或与该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董事会也未获悉本公司有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

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对本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

三、风险提示

《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为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有关

公司的信息以公司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公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广汇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四年一月十五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