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海富通稳进增利分级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份额转换结果的公告

《海富通稳进增利分级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以下简称 “基金合

同” ）于2011年9月1日生效，根据基金合同的有关规定，海富通稳进增利分级债券

型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本基金” ）的基金合同生效满三年后，本基金无需召

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即转换为上市开放式基金（LOF）。

根据基金合同以及海富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基金管理人” ）

披露的 《海富通稳进增利分级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封闭期届满与基金份额转换

的公告》，投资者认购或通过上市交易购买并持有到期的每一份增利A和增利B基

金份额，在本基金份额转换日（即2014年9月1日）日终,按照基金合同约定的资产

及收益的分配规定分别计算增利A和增利B封闭期末净值， 并以各自的份额净值

为基础，按照本基金的基金份额净值（NAV）转换为海富通稳进增利债券型证券

投资基金（LOF）（基金简称：海富增利，基金代码：162308）的份额。无论基金份

额持有人单独持有或同时持有增利A和增利B份额， 均无需支付转换基金份额的

费用。

转换前的

基金份额

转换前份额净

值

（

元

）

转换前份额数

（

份

）

转换比例

转换后的基

金份额

转换后份额数

（

份

）

增利

A 1.14987196 176,410,051.34 0.91398326

海富通稳进

增利债券

（

LOF

）

161,235,833.59

增利

B 1.69095536 44,102,514.11 1.34406695

海富通稳进

增利债券

（

LOF

）

59,276,730.67

注：本基金管理人已根据合同约定，对增利A、增利B的份额持有人的基金份

额进行了计算，并由本基金管理人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提交份额变

更登记申请。

投资者可于2014年9月4日起（含该日）在相关证券公司和各销售网点查询转

换后的份额。

投资者欲了解详情，请登陆基金管理人网站www.hftfund.com或拨打客户服

务电话40088-40099（全国统一，免长途话费）。

特此公告。

海富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4年9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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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公司

旗下基金所持有的

“石基信息” 估值方法调整的公告

尊敬的基金投资者：

根据中国证监会 《关于进一步规范证券投资基金估值业务的指导意见》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公告[2008]38号）的规定，经与托管银行协商，我公

司决定自2014年9月3日起，对旗下基金所持有的长期停牌股票"石基信息"（股票

代码：002153）采用"指数收益法"进行估值，其中所用指数为中基协基金行业股

票估值指数（简称"AMAC行业指数"）。

本公司将综合参考各项相关影响因素并与基金托管人协商，自该股票恢复

交易并收盘价能反映其公允价值之日起， 对其恢复按交易所收盘价进行估值。

届时不再另行公告。

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

融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站：www.rtfund.com

客户服务电话：0755-26948088、40088380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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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的过往业绩并不预示其未来

表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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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注意投资风险。

融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0一四年九月四日

融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旗下基金持有的“12达投资” 和

“13雅发投” 债券估值调整的公告

2014年9月3日，融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旗下基金持有

的"12达投资"（证券代码：124098）和"13雅发投"�（证券代码：124384）收盘价异

常。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公告[2008]� 38号《关于进一步规范证券投资基

金估值业务的指导意见》及本公司相关制度等规定，本公司经与基金托管人协

商一致，决定自2014年9月3日起，对持有的"12达投资"和"13雅发投"按照中央国

债登记结算公司提供的收益率曲线及估值价确定公允价值。

本公司将综合参考各项相关影响因素并与基金托管人协商，自上述债券当

日收盘价能反映其公允价值之日起，对其恢复按交易所当日收盘价进行估值。届

时不再另行公告。

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

融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站：www.rtfund.com

客户服务电话：0755-26948088、40088380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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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的过往业绩并不预示其未来表

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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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注意投资风险。

融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4年9月4日

证券代码：000975� � � �证券简称：银泰资源 公告编号：2014-024

银泰资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子公司

内蒙古玉龙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招标完成的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公司控股子公司内蒙古玉龙矿业股份有限公司为进一步扩大产能，近期对花

敖包特矿技改主井及1#副井、2#副井掘砌工程进行了公开招标，由符合资质的五

家单位进行了投标，经过公司精心筛选,最后确定中煤第五建设公司第三工程处

中标，并与其签订了施工合同。

特此公告。

银泰资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四年九月三日

申万菱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旗下基金对长期停牌的股票

变更估值方法的提示性公告

根据中国证监会 《关于进一步规范证券投资基金估值业务的指导意见》

（[2008]38号）、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关于发布中基协(AMAC)基金行业股

票估值指数的通知》（中基协发[2013]13号）及申万菱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本公司")长期停牌股票的估值政策和程序，基金持有已停牌股票且潜在

估值调整对前一估值日的基金资产净值的影响在0.25％以上的， 相应股票应参

考应用上述有关规定中的行业估值指数确定其公允价值。

本公司旗下部分基金持有的"贝因美" （股票代码：002570） 因重大事项自

2014年6月19日起停牌。经与托管行协商一致，自2014年9月3日起采用"指数收益

法"对本公司旗下基金持有的"贝因美"进行估值。敬请投资者予以关注。

待上述股票复牌且其交易体现了活跃市场交易特征后，将恢复为采用当日

收盘价格进行估值，届时不再另行公告。

特此公告。

申万菱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4年9月4日

申万菱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旗下基金对长期停牌的

股票变更估值方法的提示性公告

根据中国证监会 《关于进一步规范证券投资基金估值业务的指导意见》

（[2008]38号）、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关于发布中基协(AMAC)基金行业股

票估值指数的通知》（中基协发[2013]13号）及申万菱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本公司")长期停牌股票的估值政策和程序，基金持有已停牌股票且潜在

估值调整对前一估值日的基金资产净值的影响在0.25％以上的， 相应股票应参

考应用上述有关规定中的行业估值指数确定其公允价值。

本公司旗下部分基金持有的"德豪润达"（股票代码：002005）因重大事项自

2014年8月8日起停牌。经与托管行协商一致，自2014年9月3日起采用"指数收益

法"对本公司旗下基金持有的"德豪润达"进行估值。敬请投资者予以关注。

待上述股票复牌且其交易体现了活跃市场交易特征后，将恢复为采用当日

收盘价格进行估值，届时不再另行公告。

特此公告。

申万菱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4年9月4日

证券代码：600203� � � �股票简称：福日电子 编号：临2014-082

福建福日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申请受理通知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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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年9月3日，福建福日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收到中国证

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于2014年9月2日出具的《中国证监

会行政许可申请受理通知书》(141011号)。中国证监会依法对公司提交的《福建福

日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核准》行政许可申请材料进行了审查，认

为该申请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决定对该行政许可申请予以受理。

公司将根据中国证监会审批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公司本次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事项尚需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 能否获得核准尚存在不确定

性，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福建福日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4年9月4日

证券代码：002520� � � �证券简称：日发精机 编号：2014-058

浙江日发精密机械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股东部分股权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浙江日发精密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14年9月3日接到控

股股东浙江日发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日发集团"）的通知，获悉日发集

团将其所持有的公司500万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2.31%）质押给交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杭州丰潭支行，用于补充流动资金和建设资金。日发集团于2014年9月3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了股权质押登记手续，质押

期限自2014年9月3日起至质权人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办理解除质押手续为止。

日发集团共持有公司109,797,746股股份，占本公司总股本的50.83%。截止本

公告披露日，日发集团累计质押其持有的公司股份9,237.5万股，占本公司总股本

的42.77%。

特此公告。

浙江日发精密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四年九月四日

证券简称：华泰证券 证券代码：601688� � � �编号：临2014-059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获准撤销天津东马路

证券营业部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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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优化资源配置， 公司计划在部分地区有选择地调整证券营业网点布局。

近日，公司收到天津证监局《关于核准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撤销天津东马路证

券营业部的批复》（津证监许可字〔2014〕53号）。根据该批复，天津证监局核准

公司撤销天津东马路证券营业部。

特此公告。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4年9月4日

证券代码：000811� � � �证券简称：烟台冰轮 公告编号：2014-027

烟台冰轮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事项进展公告

因正在筹划重大事项， 公司股票自2014年8月21日开市起停牌。 公司于

2014年8月21日、2014年8月28日刊登了《烟台冰轮股份有限公司重大事项停牌

公告》、《烟台冰轮股份有限公司重大事项进展公告》。

截至本公告发布日，上述重大事项有关细节尚在讨论中，且相关事项尚

存在不确定性，为维护投资者利益，避免对本公司股价造成重大影响，本公

司股票将继续停牌。 停牌期间， 本公司将充分关注事项进展情况并及时履

行披露义务， 至少每五个交易日发布一次重大事项进展公告， 敬请投资者

密切关注。待有关事项确定后，本公司将及时公告并复牌，敬请各位投资者

谅解。

特此公告。

烟台冰轮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四年九月三日

证券代码：002675� � � �股票简称：东诚药业 公告编号：2014-051

烟台东诚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财政补贴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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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烟台东诚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近日收到烟台经济技

术开发区财政局 《关于下达二箹一四年单位预算指标的通知》（烟开财综指

[2014]2╨71号）， 拨付山东省自主创新及成果转化专项资金 （结转部分）110万

元；公司于近日收到上述财政补贴资金。

根据 《企业会计准则》 的相关规定， 上述补贴资金将作为营业外收入计入

2014�年度损益， 该补贴资金的最终会计处理以注册会计师在年度审计确认后的

结果为准。上述补贴资金将会对公司2014年度经营业绩产生积极影响。

特此公告！

烟台东诚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4年9月4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