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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肥丰乐种业股份公司

关于对一季报、半年报及三季报会计差错更正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概述

在2015、2016年一季报、半年报、三季报和2017年一季报中，我公司对理财产

品的购买业务、赎回业务及理财收益所涉及的现金流均在经营性现金流量中按净

额反映，2015和2016年度年报审计时，审计机构将理财产品分类至其他流动资产，

并将理财收益现金流入在投资性现金流量中反映，2017年半年报， 公司按照审计

机构确认的口径进行列报，并根据可比性原则，对上期数进行追溯调整。为了保持

会计核算口径一致，方便投资者阅读，现对以下会计期间因公司理财产品的会计

处理差错进行更正：

二、具体调整情况

（一）2015年度调整

１、2015年度一季报调整情况

2015年一季报合并现金流量表调整情况

项目 2015年一季报数据 调整数

调整后2015年1-3月份报

表数

一、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收到的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11,537,773.35 -267,850.00 11,269,923.35

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234,445,687.00 -267,850.00 234,177,837.0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65,846,692.88 -267,850.00 -66,114,542.88

二、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收回投资收到的现金 61,752,500.00 61,752,500.00

取得投资收益收到的现金 267,850.00 267,850.00

投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62,020,350.00 62,020,350.00

投资支付的现金 126,752,500.00 126,752,500.00

投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10,894,601.49 126,752,500.00 137,647,101.49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0,894,601.49 -64,732,150.00 -75,626,751.49

五、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118,437,966.99 -65,000,000.00 -183,437,966.99

六、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194,035,724.63 -65,000,000.00 129,035,724.63

2015年一季报合并资产负债表调整情况

项目 2015年一季报数据 调整数 调整后2015年一季报数据

货币资金 194,035,724.63 -65,000,000.00 129,035,724.63

其他流动资产 2,539,685.15 65,000,000.00 67,539,685.15

2015年一季报母公司现金流量表调整情况

项目 2015年一季报数据 调整数 调整后2015年1-3月份报表数

一、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收到的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11,346,077.16 -267,850.00 11,078,227.16

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68,268,676.42 -267,850.00 68,000,826.4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59,778,845.76 -267,850.00 -60,046,695.76

二、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0.00

收回投资所收到的现金 61,752,500.00 61,752,500.00

取得投资收益收到现金 267,850.00 267,850.00

投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62,020,350.00 62,020,350.00

投资支付的现金 126,752,500.00 126,752,500.00

投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7,423,960.35 126,752,500.00 134,176,460.35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7,423,960.35 -64,732,150.00 -72,156,110.35

五、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98,305,206.11 -65,000,000.00 -163,305,206.11

六、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142,056,854.01 -65,000,000.00 77,056,854.01

2015年一季度母公司资产负债表调整情况

资产 2015年一季报数据 调整数 调整后2015年一季报数据

货币资金 142,056,854.01 -65,000,000.00 77,056,854.01

其他流动资产 2,539,685.15 65,000,000.00 67,539,685.15

2、2015年度半年报调整情况

2015年半年报合并现金流量表调整情况表

项目 2015年半年报数据 调整数

调整后2015年1-6月份

报表数

一、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收到的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18,659,445.46 -984,255.48 17,675,189.98

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450,975,225.50 -984,255.48 449,990,970.0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218,552.86 -984,255.48 -3,202,808.34

二、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收回投资收到的现金 159,752,500.00 159,752,500.00

取得投资收益收到的现金 984,255.48 984,255.48

投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4,027,184.58 160,736,755.48 164,763,940.06

投资支付的现金 1,800,000.00 257,752,500.00 259,552,500.00

投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21,002,590.79 257,752,500.00 278,755,090.79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6,975,406.21 -97,015,744.52 -113,991,150.73

五、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129,000,449.01 -98,000,000.00 -227,000,449.01

六、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183,473,242.61 -98,000,000.00 85,473,242.61

2015年半年度合并资产负债表调整情况表

项目 2015年半年报数据 调整数 调整后2015年半年报数据

货币资金 183,473,242.61 -98,000,000.00 85,473,242.61

其他流动资产 2,539,685.15 98,000,000.00 100,539,685.15

2015年半年报母公司现金流量表调整情况表

项目 2015年半年报数据 调整数

调整后2015年1-6月份报

表数

一、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收到的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84,950,818.83 -984,255.48 83,966,563.35

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189,046,186.64 -984,255.48 188,061,931.1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6,250,938.70 -984,255.48 5,266,683.22

二、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0

收回投资所收到的现金 159,752,500.00 159,752,500.00

取得投资收益收到现金 984,255.48 984,255.48

投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3,943,384.58 160,736,755.48 164,680,140.06

投资支付的现金 1,800,000.00 257,752,500.00 259,552,500.00

投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9,963,566.55 257,752,500.00 267,716,066.55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6,020,181.97 -97,015,744.52 -103,035,926.49

五、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102,186,577.10 -98,000,000.00 -200,186,577.10

六、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138,175,483.02 -98,000,000.00 40,175,483.02

2015年半年报母公司资产负债表调整情况表

资产 2015年半年报数据 调整数

调整后2015年半年报数

据

货币资金 138,175,483.02 -98,000,000.00 40,175,483.02

其他流动资产 2,539,685.15 98,000,000.00 100,539,685.15

3、2015年三季报报表调整情况

2015年三季报合并现金流量表调整情况表

项目 2015年三季报数据 调整数

调整后2015年1-9月份

报表数

一、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收到的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26,432,772.61 -1,732,474.65 24,700,297.96

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697,909,009.83 -1,732,474.65 696,176,535.1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8,883,662.33 -1,732,474.65 47,151,187.68

二、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收回投资收到的现金 333,752,500.00 333,752,500.00

取得投资收益收到的现金 3,414,548.21 1,732,474.65 5,147,022.86

投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7,442,132.79 335,484,974.65 342,927,107.44

投资支付的现金 1,800,000.00 423,752,500.00 425,552,500.00

投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30,066,624.34 423,752,500.00 453,819,124.34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2,624,491.55 -88,267,525.35 -110,892,016.90

五、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85,769,958.24 -90,000,000.00 -175,769,958.24

六、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226,703,733.38 -90,000,000.00 136,703,733.38

2015年三季报合并资产负债表调整情况表

项目 2015年三季报数据 调整数 调整后2015年三季报数据

货币资金 226,703,733.38 -90,000,000.00 136,703,733.38

其他流动资产 2,539,685.15 90,000,000.00 92,539,685.15

2015年三季报母公司现金流量表调整情况表

项目 2015年三季报数据 调整数

调整后2015年1-9月份报表

数

一、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收到的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115,575,571.30 -1,732,474.65 113,843,096.65

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311,151,265.66 -1,732,474.65 309,418,791.0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62,377,436.20 -1,732,474.65 60,644,961.55

二、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0.00

收回投资所收到的现金 333,752,500.00 333,752,500.00

取得投资收益收到现金 3,414,548.21 1,732,474.65 5,147,022.86

投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7,357,932.79 335,484,974.65 342,842,907.44

投资支付的现金 1,800,000.00 423,752,500.00 425,552,500.00

取得子公司及其他经营单位支付的现金净额 0.00

投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11,575,730.21 423,752,500.00 435,328,230.21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217,797.42 -88,267,525.35 -92,485,322.77

五、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47,509,931.05 -90,000,000.00 -137,509,931.05

六、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192,852,129.07 -90,000,000.00 102,852,129.07

2015年三季报母公司资产负债表调整情况表

资产 2015年三季报数据 调整数 调整后2015年三季报数据

货币资金 192,852,129.07 -90,000,000.00 102,852,129.07

其他流动资产 2,539,685.15 90,000,000.00 92,539,685.15

（二）2016年度调整

1、2016年一季报调整情况

2016年一季报合并现金流量表调整情况表

项目 2016年一季报数据 调整数

调整后2016年1-3月份报表

数

一、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90,822,438.24 -90,822,438.24

二、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收回投资收到的现金 170,000,000.00 170,000,000.00

取得投资收益收到的现金 1,096,394.53 1,096,394.53

收到的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171,096,394.53 -171,096,394.53

投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171,096,394.53 171,096,394.53

投资支付的现金 5,289,300.00 90,000,000.00 95,289,300.00

支付的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90,523,629.50 -90,000,000.00 523,629.50

2016年一季报母公司现金流量表调整情况表

项目 2016年一季报数据 调整数

调整后2016年1-3月份报表

数

一、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经营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136,904,545.50 136,904,545.5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87,809,890.98 0.00 -87,809,890.98

二、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0.00

收回投资所收到的现金 170,000,000.00 170,000,000.00

取得投资收益收到现金 1,096,394.53 1,096,394.53

收到的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171,096,394.53 171,096,394.53 0.00

投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171,096,394.53 0.00 171,096,394.53

投资支付的现金 5,289,300.00 90,000,000.00 95,289,300.00

支付的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90,000,000.00 -90,000,000.00 0.00

2、2016年半年报调整情况

2016年半年报合并现金流量表调整情况表

项目 2016年半年报数据 调整数

调整后2016年1-6月份报表

数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 307,545,426.81 90,533,300.00 398,078,726.81

经营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461,020,877.72 90,533,300.00 551,554,177.7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77,416,406.24 -90,533,300.00 -167,949,706.24

二、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收回投资收到的现金 274,000,000.00 274,000,000.00

取得投资收益收到的现金 1,822,600.00 1,822,600.00

投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5,004,400.00 275,822,600.00 280,827,000.00

投资支付的现金 185,289,300.00 185,289,300.00

投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19,963,609.32 185,289,300.00 205,252,909.32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4,959,209.32 90,533,300.00 75,574,090.68

2016半年报母公司现金流量表调整情况表

项目 2016年半年报数据 调整数

调整后2016年1-6月份报表

数

支付的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11,314,806.03 95,822,600.00 107,137,406.03

经营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160,488,879.09 95,822,600.00 256,311,479.0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78,554,016.75 -95,822,600.00 -174,376,616.75

收回投资所收到的现金 274,000,000.00 274,000,000.00

取得投资收益收到现金 1,822,600.00 1,822,600.00

投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5,004,400.00 275,822,600.00 280,827,000.00

投资支付的现金 5,289,300.00 180,000,000.00 185,289,300.00

投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7,746,962.92 180,000,000.00 187,746,962.92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742,562.92 95,822,600.00 93,080,037.08

2016年三季报合并现金流量表调整情况表

项目 2016年三季报数据 调整数 调整后2016年1-9月份报表数

收到的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23,175,623.47 -2,472,232.87 20,703,390.60

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679,343,537.19 -2,472,232.87 676,871,304.32

支付的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122,306,199.92 -30,000,000.00 92,306,199.92

经营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849,370,948.26 -30,000,000.00 819,370,948.2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70,027,411.07 27,527,767.13 -142,499,643.94

二、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收回投资收到的现金 384,000,000.00 384,000,000.00

取得投资收益收到的现金 3,414,548.21 2,472,232.87 5,886,781.08

投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7,918,948.21 386,472,232.87 394,391,181.08

投资支付的现金 414,000,000.00 414,000,000.00

投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57,582,118.50 414,000,000.00 471,582,118.50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9,663,170.29 -27,527,767.13 -77,190,937.42

2016年三季报母公司现金流量表调整情况表

项目 2016年三季报数据 调整数 调整后2016年1-9月份报表数

一、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收到的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9,777,229.16 -2,472,232.87 7,304,996.29

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151,644,749.13 -2,472,232.87 149,172,516.26

支付的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124,528,882.76 -30,000,000.00 94,528,882.76

经营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346,707,690.50 -30,000,000.00 316,707,690.5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95,062,941.37 27,527,767.13 -167,535,174.24

二、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0.00

收回投资所收到的现金 384,000,000.00 384,000,000.00

取得投资收益收到现金 3,414,548.21 2,472,232.87 5,886,781.08

投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7,918,948.21 386,472,232.87 394,391,181.08

投资支付的现金 5,289,300.00 414,000,000.00 419,289,300.00

投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19,425,793.42 414,000,000.00 433,425,793.42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1,506,845.21 -27,527,767.13 -39,034,612.34

（三）2017年度调整

1、2017年一季报调整情况

2017年一季报合并现金流量表调整情况表

项目 2017年一季报数据 调整数

调整后2017年1-3月份

报表数

二、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收回投资收到的现金 121000000 121,000,000.00

取得投资收益收到的现金 75,397.27 75,397.27

收到的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121,075,397.27 -121,075,397.27

投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121,775,397.27 121,775,397.27

投资支付的现金 90,000,000.00 90,000,000.00

支付的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90,000,000.00 -90,000,000.00

投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109,955,854.14 109,955,854.14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1,819,543.13 11,819,543.13

2017年一季报母公司现金流量表调整情况表

项目 2017年一季报数据 调整数

调整后2017年1-3月份

报表数

二、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0

收回投资所收到的现金 121000000 121,000,000.00

取得投资收益收到现金 75,397.27 75,397.27

收到的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121,075,397.27 121,075,397.27 0.00

投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121,775,397.27 0.00 121,775,397.27

投资支付的现金 90,000,000.00 90,000,000.00

支付的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90,000,000.00 -90,000,000.00 0.00

三、对公司的影响

上述更正，只是年度内季度报表的有关科目进行的调整，公司已公告的2015、

2016年年度报告和2017年中期报告已按分类标准列示，不需要调整。 上述科目调

整对相应会计期公司资产总额、净资产、收入及利润总和均无影响。

公司对上述调整给投资者带来的不便深表歉意。

特此公告。

合肥丰乐种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7年9月21日

博时广利纯债债券型

证券投资基金分红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17年9月21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博时广利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博时广利纯债债券

基金主代码 004334

基金合同生效日 2017年2月16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广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证券投资基金法》、《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博时广利纯债债券型证券投

资基金基金合同》、《博时广利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等。

收益分配基准日 2017年9月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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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50

基准日基金可供分配利润 （单位： 人民币

元）

10,624,918.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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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币元/10份

基金份额）

0.1490

有关年度分红次数的说明 本次分红为2017年度的第2次分红

注：本基金每10份基金份额发放红利0.1490元人民币。

2、与分红相关的其他信息

权益登记日 2017年9月26日

除息日 2017年9月26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17年9月2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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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选择红利再投资方式的投资者所转换的基金份额将以2017年9月26日的基金份额净值

为计算基准确定再投资份额， 红利再投资所转换的基金份额于2017年9月27日直接划

入其基金账户，2017年9月28日起投资者可以查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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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暂免征收所得税。

费用相关事项的说明

本基金本次分红免收分红手续费。选择红利再投资方式的投资者其红利所转换的基金

份额免收申购费用。

3、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1）权益登记日申购或转换转入的基金份额不享有本次分红权益，赎回或转换转出的基

金份额享有本次分红权益。

（2） 对于未选择本基金具体分红方式的投资者， 本基金默认的分红方式为现金红利方

式。

（3）投资者可以在基金开放日的交易时间内到销售网点修改分红方式，本次分红确认的

方式将按照投资者在权益登记日之前（不含2017年9月26日）最后一次选择的分红方式为准。

请投资者到销售网点或通过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客户服务中心确认分红方式是否正确，如

不正确或希望修改分红方式的，请务必在规定时间前到销售网点办理变更手续。

（4）若投资者选择红利再投资方式并在2017年9月26日申请赎回基金份额的，其账户余

额（包括红利再投资份额）低于1份时，本基金将自动计算其分红收益，并与赎回款一起以现

金形式支付。

（5）本基金份额持有人及希望了解本基金其他有关信息的投资者,可以登录本基金管理

人网站（http://www.bosera.com）或拨打博时一线通95105568（免长途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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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产，但不保

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因基金分红导致基金份额净值变化，不会改变基金的风

险收益特征，不会降低基金投资风险或提高基金投资收益。基金的过往业绩不代表未来表现，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7年9月21日

博时聚润纯债债券型证券

投资基金分红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17年9月21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博时聚润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博时聚润纯债债券

基金主代码 002930

基金合同生效日 2016年8月30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证券投资基金法》、《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博时聚润纯债债券型证券投

资基金基金合同》、《博时聚润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等

收益分配基准日 2017年9月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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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10

基准日基金可供分配利润 （单位： 人民币

元）

9,261,056.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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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币元/10份

基金份额）

0.0920

有关年度分红次数的说明 本次分红为2017年度的第2次分红

注：本基金每10份基金份额发放红利0.0920元人民币。

2、与分红相关的其他信息

权益登记日 2017年9月26日

除息日 2017年9月26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17年9月2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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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选择红利再投资方式的投资者所转换的基金份额将以2017年9月26日的基金份额净值

为计算基准确定再投资份额， 红利再投资所转换的基金份额于2017年9月27日直接划

入其基金账户，2017年9月28日起投资者可以查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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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暂免征收所得税。

费用相关事项的说明

本基金本次分红免收分红手续费。选择红利再投资方式的投资者其红利所转换的基金

份额免收申购费用。

3、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1）权益登记日申购或转换转入的基金份额不享有本次分红权益，赎回或转换转出的基

金份额享有本次分红权益。

（2） 对于未选择本基金具体分红方式的投资者， 本基金默认的分红方式为现金红利方

式。

（3）投资者可以在基金开放日的交易时间内到销售网点修改分红方式，本次分红确认的

方式将按照投资者在权益登记日之前（不含2017年9月26日）最后一次选择的分红方式为准。

请投资者到销售网点或通过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客户服务中心确认分红方式是否正确，如

不正确或希望修改分红方式的，请务必在规定时间前到销售网点办理变更手续。

（4）若投资者选择红利再投资方式并在2017年9月26日申请赎回基金份额的，其账户余

额（包括红利再投资份额）低于1份时，本基金将自动计算其分红收益，并与赎回款一起以现

金形式支付。

（5）本基金份额持有人及希望了解本基金其他有关信息的投资者,可以登录本基金管理

人网站（http://www.bosera.com）或拨打博时一线通95105568（免长途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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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产，但不保

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因基金分红导致基金份额净值变化，不会改变基金的风

险收益特征，不会降低基金投资风险或提高基金投资收益。基金的过往业绩不代表未来表现，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7年9月21日

博时民泽纯债债券型证券

投资基金分红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17年9月21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博时民泽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博时民泽纯债债券

基金主代码 004136

基金合同生效日 2017年1月13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证券投资基金法》、《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博时民泽纯债债券型证券投

资基金基金合同》、《博时民泽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等

收益分配基准日 2017年9月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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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19

基准日基金可供分配利润 （单位： 人民币

元）

67,673,324.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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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币元/10份

基金份额）

0.0960

有关年度分红次数的说明 本次分红为2017年度的第4次分红

注：本基金每10份基金份额发放红利0.0960元人民币。

2、与分红相关的其他信息

权益登记日 2017年9月26日

除息日 2017年9月26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17年9月2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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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选择红利再投资方式的投资者所转换的基金份额将以2017年9月26日的基金份额净值

为计算基准确定再投资份额， 红利再投资所转换的基金份额于2017年9月27日直接划

入其基金账户，2017年9月28日起投资者可以查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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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暂免征收所得税。

费用相关事项的说明

本基金本次分红免收分红手续费。选择红利再投资方式的投资者其红利所转换的基金

份额免收申购费用。

3、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1）权益登记日申购或转换转入的基金份额不享有本次分红权益，赎回或转换转出的基

金份额享有本次分红权益。

（2） 对于未选择本基金具体分红方式的投资者， 本基金默认的分红方式为现金红利方

式。

（3）投资者可以在基金开放日的交易时间内到销售网点修改分红方式，本次分红确认的

方式将按照投资者在权益登记日之前（不含2017年9月26日）最后一次选择的分红方式为准。

请投资者到销售网点或通过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客户服务中心确认分红方式是否正确，如

不正确或希望修改分红方式的，请务必在规定时间前到销售网点办理变更手续。

（4）若投资者选择红利再投资方式并在2017年9月26日申请赎回基金份额的，其账户余

额（包括红利再投资份额）低于10份时，本基金将自动计算其分红收益，并与赎回款一起以现

金形式支付。

（5）本基金份额持有人及希望了解本基金其他有关信息的投资者,可以登录本基金管理

人网站（http://www.bosera.com）或拨打博时一线通95105568（免长途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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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产，但不保

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因基金分红导致基金份额净值变化，不会改变基金的风

险收益特征，不会降低基金投资风险或提高基金投资收益。基金的过往业绩不代表未来表现，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7年9月21日

博时外延增长主题灵活配置

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分红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17年9月21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博时外延增长主题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博时外延增长主题混合

基金主代码 002142

基金合同生效日 2016年2月3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博时外延增长主题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博时外延增长主题

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等

收益分配基准日 2017年9月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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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58

基准日基金可供分配利润 （单位： 人民币

元）

47,144,120.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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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币元/10份

基金份额）

0.280

有关年度分红次数的说明 本次分红为2017年度的第1次分红

注：本基金每10份基金份额发放红利0.280元人民币。

2、与分红相关的其他信息

权益登记日 2017年9月26日

除息日 2017年9月26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17年9月2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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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选择红利再投资方式的投资者所转换的基金份额将以2017年9月26日的基金份额净值

为计算基准确定再投资份额， 红利再投资所转换的基金份额于2017年9月27日直接划

入其基金账户，2017年9月28日起投资者可以查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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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 [2002]128号《关于证券投资基金税收问题的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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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暂免征收所得税。

费用相关事项的说明

本基金本次分红免收分红手续费。选择红利再投资方式的投资者其红利所转换的基金

份额免收申购费用。

3、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1）权益登记日申购或转换转入的基金份额不享有本次分红权益，赎回或转换转出的基

金份额享有本次分红权益。

（2） 对于未选择本基金具体分红方式的投资者， 本基金默认的分红方式为现金红利方

式。

（3）投资者可以在基金开放日的交易时间内到销售网点修改分红方式，本次分红确认的

方式将按照投资者在权益登记日之前（不含2017年9月26日）最后一次选择的分红方式为准。

请投资者到销售网点或通过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客户服务中心确认分红方式是否正确，如

不正确或希望修改分红方式的，请务必在规定时间前到销售网点办理变更手续。

（4）若投资者选择红利再投资方式并在2017年9月26日申请赎回基金份额的，其账户余

额（包括红利再投资份额）低于10份时，本基金将自动计算其分红收益，并与赎回款一起以现

金形式支付。

（5）本基金份额持有人及希望了解本基金其他有关信息的投资者,可以登录本基金管理

人网站（http://www.bosera.com）或拨打博时一线通95105568（免长途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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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产，但不保

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因基金分红导致基金份额净值变化，不会改变基金的风

险收益特征，不会降低基金投资风险或提高基金投资收益。基金的过往业绩不代表未来表现，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7年9月21日

关于博时黄金交易型开放式

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C类份额

与招商证券等开展赎回费率

优惠活动的公告

自2017年9月21日起，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对通过招商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招商证券” ）、蚂蚁（杭州）基金销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蚂蚁基

金” ）办理博时黄金交易型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C类份额（基金代码：002611）（下述

简称“博时黄金ETF联接C类” ）的赎回业务开展费率优惠活动。

一、赎回费率优惠

自2017年9月21日至2018年3月21日止，投资者通过招商证券、蚂蚁基金办理博时黄金ETF

联接C类份额的赎回业务，持有基金份额期限在30日（不含）以内的赎回费率优惠为0.025%，

并全部归入基金财产。

二、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

1. 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网址：http://www.bosera.com

博时一线通：95105568（免长途费）

2.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网址：http://www.newone.com.cn

客户服务电话：95565

3. 蚂蚁（杭州）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网址：http://www.fund123.cn

� � � �客户服务电话：400-076-6123

三、重要提示

投资者欲了解上述基金的详细情况，请仔细阅读上述基金的基金合同、基金招募说明书

或招募说明书（更新）等法律文件。

特此公告。

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7年9月21日

关于博时黄金交易型开放式

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C类份额

暂停蚂蚁（杭州）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转换、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的公告

自2017年9月21日起，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 暂停在蚂蚁（杭州）

基金销售有限公司（下述简称“蚂蚁基金” ）办理博时黄金交易型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联接

基金C类份额（基金代码：002611）（下述简称“博时黄金ETF联接C类” ）的转换及定期定额

投资业务，具体开放办理时间届时将另行公告。

一、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

1. 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网址：http://www.bosera.com

博时一线通：95105568（免长途费）

2. 蚂蚁（杭州）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网址：http://www.fund123.cn

客户服务电话：400-076-6123

二、重要提示

投资者欲了解上述基金的详细情况，请仔细阅读上述基金的基金合同、基金招募说明书

或招募说明书（更新）等法律文件。

特此公告。

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7年9月21日

关于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旗下

部分开放式基金增加

深圳前海微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为

代销机构并参加其费率优惠活动的公告

根据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下称“本公司” ）与深圳前海微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微众银行” ）签署的代理销售服务协议，自2017年9月21日起，本公司将增加微众银行

代理下列基金的申购、赎回等业务，并参加其费率优惠活动。

一、本次深圳前海微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开通申购、赎回业务的基金

序号 基金名称 基金代码 是否开通申购、赎回

1 博时主题行业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LOF） 160505 是

2 博时信用债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C类） 001661 是

二、费率优惠

1、费率优惠内容

投资者通过微众银行办理本公司旗下基金的销售业务，参加微众银行公告的费率优惠活

动，具体折扣费率以微众银行网站活动公告为准。 基金费率请详见基金合同、基金招募说明

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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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费率优惠期限内，如本公司新增通过微众银行代销的基金产品，则自该基金产品开放销

售业务当日起，将同时开通该基金上述优惠活动。

2、费率优惠期限

以微众银行官方网站所示公告为准。

三、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

1. 深圳前海微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网址：http://www.webank.com/

客户服务电话：400-999-8877

2. 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址：www.bosera.com

博时一线通：95105568（免长途费）

四、重要提示

1、本优惠仅适用于处于正常申购期及处于募集期的基金产品手续费。

2、本次优惠活动期间，业务办理的具体时间、流程以微众银行的安排和规定为准。

3、本次优惠活动的解释权归微众银行所有。

4、投资者欲了解上述基金的详细情况，请仔细阅读上述基金的基金合同、基金招募说明

书或招募说明书（更新）等法律文件。

特此公告。

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7年9月21日

光大保德信先进服务业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合同生效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17年9月21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光大保德信先进服务业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光大保德信先进服务业混合

基金主代码 002472

基金运作方式 契约型开放式

基金合同生效日 2017年9月20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光大保德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光大保德信

先进服务业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光大保德信先进服务业灵

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

2.基金募集情况

基金募集申请获中国证监会核准的文号 证监许可【2017】1200号

基金募集期间

2017年8月21日

至2017年9月15日止

验资机构名称 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募集资金划入基金托管专户的日期 2017年9月19日

募集有效认购总户数（单位：户） 6,122

募集期间净认购金额（单位：元） 610,631,889.31

认购资金在募集期间产生的利息（单位：元） 234,392.43

募集份额（单位：份）

有效认购份额 610,631,889.31

利息结转的份额 234,392.43

合计 610,866,281.74

其中： 募集期间基金管理人运用固有资

金认购本基金情况

认购的基金份额（单位：份） 0

占基金总份额比例 0%

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无

其中： 募集期间基金管理人的从业人员

认购本基金情况

认购的基金份额（单位：份） 1,065,310.35

占基金总份额比例 0.17%

募集期限届满基金是否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办理基金备案手续的条件 是

向中国证监会办理基金备案手续获得书面确认的日期 2017年9月20日

3.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本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基金投资和研究部门负责人未持有该只基金份额。 本基金的

基金经理持有该只基金份额总量的数量区间为100万份以上。 截至2017年9月15日止，本

基金管理人光大保德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认购本基金份额为0份。

基金份额持有人可以在基金合同生效之日起2个工作日后到销售机构的网点进行

交易确认单的查询和打印，也可以通过本基金管理人的网站（www.epf.com.cn）或本基

金管理人客户服务热线（4008-202-888）查询交易确认情况。

风险提示：基金管理人承诺诚实信用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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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的过往业绩并不代表其未来表现。投资有风险，敬请投资者

认真阅读基金的相关法律文件，并选择适合自身风险承受能力的投资品种进行投资。

特此公告。

光大保德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7年9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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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红睿丰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LOF）

场内交易价格波动的提示公告

上海东方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基金管理人"）旗下东方红睿丰灵活配置

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LOF）（基金代码：169101，场内简称：东证睿丰，以下简称"本基金"）二

级市场交易价格连续大幅上涨，2017年9月19日，本基金在二级市场的收盘价为1.495元，与同

日基金份额净值1.334元相比，溢价幅度达到12.07%。 2017年9月20日，本基金在二级市场的收

盘价为1.440元，明显高于基金份额参考净值，特此提醒投资者关注基金份额净值，注意投资风

险。

本基金管理人特别提示如下：

一、本基金为上市开放式基金，除可在二级市场交易外，投资人还可以申购、赎回本基金，

申购、赎回价格以申请当日收市后计算的基金份额净值进行计算，投资者可通过基金管理人

网站或交易行情系统查询本基金的最新份额净值。

二、本基金的所有销售机构自 2017�年 9�月 21�日起暂停接受申购（含定期定额申购）

申请，在暂停申购（含定期定额申购）期间本基金的赎回业务正常办理。 关于恢复申购（含定

期定额申购）业务的时间，本基金管理人将另行公告。

三、本基金份额的交易价格，除了受基金份额净值变化的影响外，还会受到市场供求关

系、系统性风险、流动性风险等其他因素的影响，提醒投资者关注。

四、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本基金运作正常。本基金管理人始终严格按照法律法规及基金合

同的相关规定进行投资运作。

五、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本基金无其他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本基金管理人仍将严

格按照有关规定和要求，及时做好信息披露工作，敬请投资者关注本基金管理人网站及中国

证监会指定信息披露媒体的相关公告。

风险提示：本基金是一只混合型基金，其预期收益及风险水平高于债券型基金与货币市场

基金、低于股票型基金，属于较高预期风险、较高预期收益的证券投资基金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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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的过往业绩不代表未来表现。投资者投资本基金时应认真阅读《基金合同》《招募

说明书》等基金法律文件。 本基金管理人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理性投资。

特此公告。

上海东方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一七年九月二十一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