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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市房地产发展（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2016年公司债券

（第一期）（品种一）2017年付息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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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内容提示：

●债权登记日：2017年9月29日

●债券付息日：2017年10月9日（因2017年10月1日为节假日，故顺延至其后的第一个交易日）

由天津市房地产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于2016年7月1日发行的天津市房地

产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2016年公司债券（第一期）（品种一）（以下简称“本期债券” ）将

于2017年10月9日（因2017年10月1日为节假日，故顺延至其后的第一个交易日）开始支付自2017年7月1日至

2017年9月30日期间（以下简称“本季度” ）的利息。根据《天津市房地产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

行2016年公司债券（第一期）募集说明书》有关条款的规定，现将有关事宜公告如下：

一、本期债券基本情况

（一）债券名称：天津市房地产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2016年公司债券（第一期）（品种

一）；

（二）债券简称及代码：16天房01（代码：135607）；

（三）发行人：天津市房地产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四）发行总额：人民币8.70亿元

（五）债券期限和利率：本期债券为5年期（3＋2年期），票面年利率为6.99%。发行人有权决定是否在本

期债券存续期的第3年末调整本期债券后2年的票面利率。发行人将于2019年7月1日前的第30个交易日，在相

关信息披露媒体上发布关于是否调整本期债券票面利率以及调整幅度的公告。 若发行人未行使利率调整选

择权，则本期债券后续期限票面利率仍维持原有票面利率不变。发行人发出关于是否调整本期债券票面利率

及调整幅度的公告后， 债券持有人有权选择在2019年7月1日将其持有的本期债券全部或部分按面值回售给

发行人，2019年7月1日即为回售支付日，发行人将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和债券登记机构相关业务规则完成回

售支付工作；

（六）债券形式：实名制记账式公司债券。投资者认购的本期债券在登记机构开立的托管账户托管记载。

本期债券发行结束后，债券持有人可按照有关主管机构的规定进行债券的转让、质押等操作；

（七）计息期限：本期债券的计息期限为2016年7月1日至2021年6月30日；

（八） 付息日： 本次债券存续期内每年的10月1日、1月1日、4月1日、7月1日为上一个计息季度的付息日

（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延至其后的第1个交易日；每次付息款项不另计利息）；

（九）兑付日：本期债券的兑付日为2021年7月1日。（如遇法定节假日和/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1

个交易日；顺延期间兑付款项不另计利息）。如投资者行使回售选择权，则其回售部分债券的兑付日为2019

年7月1日（如遇法定及政府指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1个交易日，顺延期间兑付款项不另计

息）。在兑付登记日次日至兑付日期间，本次债券停止交易；

（十）上市时间及地点：本期债券于2016年8月19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

二、本期债券本次付息方案

根据《天津市房地产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2016年公司债券（第一期）（品种一）发行结

果公告》，本期债券的票面利率为6.99%，每手“16天房01”（面值人民币1,000元）实际派发利息为人民币

17.475元（含税）。

三、本期债券债权登记日和付息日

（一）债权登记日：2017年9月29日

（二）付息日：2017年10月9日（因2017年10月1日为节假日，故顺延至其后的第一个交易日）

四、本期债券付息对象

本次付息对象为截止2017年9月29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

公司登记在册的全部“16天房01” 公司债券持有人。

五、本期债券付息方法

（一）本公司已与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以下简称“中证登上海分公司” ）签订

了《委托代理债券兑付、兑息协议》，委托中证登上海分公司进行债券兑付、兑息。本公司最迟在本季度付息

日前第二个交易日将本季度债券的兑付、兑息资金足额划付至中证登上海分公司指定的银行账户。如本公司

未按时足额将债券兑付兑息资金划入中证登上海分公司指定的银行账户， 则中证登上海分公司将根据协议

终止委托代理债券兑付、兑息服务，后续兑付、兑息工作由本公司自行负责办理，相关实施事宜以本公司的公

告为准。

（二）中证登上海分公司在收到款项后，通过资金结算系统将债券利息划付给相关的兑付兑息机构（证

券公司或中证登上海分公司认可的其他机构），投资者于兑付兑息机构领取债券利息。

六、关于投资者缴纳公司债券利息所得税的说明

（一）个人投资者缴纳公司债券利息所得税的说明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以及其他相关税收法规和文件的规定，本期债券的个人投资者应

就其获得的债券利息所得缴纳个人所得税。

本期债券利息个人所得税将统一由付息网点负责代扣代缴并直接向各付息网点所在地的税务部门缴

付。如各付息网点未履行上述债券利息个人所得税的代扣代缴义务，由此产生的法律责任由各付息网点自行

承担。本期债券的个人利息所得税征缴说明如下：

1、纳税人：本期债券的个人投资者。

2、征税对象：本期债券的利息所得。

3、征税税率：按利息额的20%征收。

4、征税环节：个人投资者在付息网点领取利息时由付息网点一次性扣除。

5、代扣代缴义务人：负责本期债券付息工作的付息网点。

（二）关于向非居民企业征收公司债券利息所得税的说明

对于持有“16天房01” 的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人民币境外机构投资者（以下简称“QFII、RQFII” ）等

非居民企业（其含义同《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根据2008年1月1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企

业所得税法》及其实施条例、2009年1月1日起施行的《非居民企业所得税源泉扣缴管理暂行办法》（国税发

[2009]3号）以及2009年1月23日发布的《关于中国居民企业向QFII支付股息、红利、利息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

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税函[2009]47号）等规定，非居民企业取得的本期债券利息应当缴纳10%的企业所得

税，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将按10%的税率代扣相关非居民企业上述企业所得税，在向

非居民企业派发债券税后利息后将税款返还本公司，然后由本公司向当地税务部门缴纳。

请非居民企业收到税后利息后7个工作日内向本公司提交《“16天房01” 债券付息事宜之QFII/RQFII情

况表》（见附件） 同证券账户卡复印件、QFII/RQFII证券投资业务许可证复印件等签章后一并传真至本公

司，原件以专人或邮寄的方式送达至本公司。传真号码：022-23146935，地址：天津市和平区常德道80号天房

发展财务部，邮政编码：300050。本公司在收到上述材料后向当地税务部门代缴非居民企业所得税。

七、本次付息相关机构

（一）发行人：天津市房地产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刘英娟

地址：天津市和平区常德道80号

联系电话：022-23146935

邮政编码：30050

（二）主承销商：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张本金、郑云桥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甲56号方圆大厦23层

联系电话：010-88027168

邮政编码：100044

（三）托管人：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联系人：徐瑛

地址：上海市陆家嘴东路166号中国保险大厦

联系电话：021-68870114

邮政编码：200120

投资者可以到下列互联网网址查询本付息公告：

http://www.sse.com.cn

特此公告。

天津市房地产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七年九月二十五日

附件一：

“16天房01” 债券付息事宜之QFII/RQFII情况表

中文 英文

在其居民国（地区）名称

在中国境内名称

在其居民国（地区）地址

国（地区）别

付息债权登记日收市后持债张数（张）

债券利息（税前，人民币元）

债券利息所得应纳税款（人民币元）

联系人：

联系电话：

公司名称及签章：

日期：

股票简称：天房发展 股票代码：600322� � � �公告编号：2017—056

债券简称：16天房02� � � �债券代码：135608

天津市房地产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非公开发行2016年公司债券（第一期）

（品种二）2017年付息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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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内容提示：

●债权登记日：2017年9月29日

●债券付息日：2017年10月9日（因2017年10月1日为节假日，故顺延至其后的第一个交易日）

由天津市房地产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于2016年7月1日发行的天津市房地

产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2016年公司债券(第一期)(品种二)（以下简称“本期债券” ）将于2017

年10月9日（因2017年10月1日为节假日，故顺延至其后的第一个交易日）开始支付自2017年7月1日至2017年9

月30日期间（以下简称“本季度” ）的利息。根据《天津市房地产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2016年

公司债券(第一期)募集说明书》有关条款的规定，现将有关事宜公告如下：

一、本期债券基本情况

（一）债券名称：天津市房地产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2016年公司债券(第一期)(品种二)；

（二）债券简称及代码：16天房02（代码：135608）；

（三）发行人：天津市房地产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四）发行总额：人民币3.30亿元；

（五）债券期限和利率：本期债券为6年期（3＋3年期），票面年利率为6.99%。发行人有权分别决定是否

在本期债券存续期的第3年末调整本期债券后3年的票面利率。发行人在2019年7月1日前的第30个交易日，在

相关信息披露媒体上发布关于是否调整本期债券票面利率以及调整幅度的公告。 若发行人未行使利率调整

选择权，则本期债券后续期限票面利率仍维持原有票面利率不变；发行人发出关于是否调整本期债券票面利

率及调整幅度的公告后， 债券持有人有权选择在2019年7月1日将其持有的本期债券全部或部分按面值回售

给发行人，2019年7月1日即为回售支付日，发行人将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和债券登记机构相关业务规则完成

回售支付工作；

（六）债券形式：实名制记账式公司债券。投资者认购的本期债券在登记机构开立的托管账户托管记载。

本期债券发行结束后，债券持有人可按照有关主管机构的规定进行债券的转让、质押等操作；

（七）计息期限：本期债券的计息期限为2016年7月1日至2022年6月30日；

（八） 付息日： 本次债券存续期内每年的10月1日、1月1日、4月1日、7月1日为上一个计息季度的付息日

（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延至其后的第1个交易日；每次付息款项不另计利息）；

（九）兑付日：兑付日为2022年7月1日。（如遇法定节假日和/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1个交易日；顺

延期间兑付款项不另计利息）。如投资者行使回售选择权，则其回售部分债券的兑付日为2019年7月1日（如

遇法定及政府指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1个交易日，顺延期间兑付款项不另计息）。在兑付登

记日次日至兑付日期间，本次债券停止交易；

（十）挂牌时间及地点：本期债券于2016年8月19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

二、本期债券本次付息方案

根据《天津市房地产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2016年公司债券(第一期)发行结果公告》，本期

债券的票面利率为6.99%，每手“16天房02”（面值人民币1,000元）实际派发利息为人民币17.475元（含税）。

三、本期债券债权登记日和付息日

（一）债权登记日：2017年9月29日

（二）付息日：2017年10月9日（因2017年10月1日为节假日，故顺延至其后的第一个交易日）

四、本期债券付息对象

本次付息对象为截止2017年9月29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

公司登记在册的全部“16天房02” 公司债券持有人。

五、本期债券付息方法

（一）本公司已与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以下简称“中证登上海分公司” ）签订

了《委托代理债券兑付、兑息协议》，委托中证登上海分公司进行债券兑付、兑息。本公司最迟在本季度付息

日前第二个交易日将本季度债券的兑付、兑息资金足额划付至中证登上海分公司指定的银行账户。如本公司

未按时足额将债券兑付兑息资金划入中证登上海分公司指定的银行账户， 则中证登上海分公司将根据协议

终止委托代理债券兑付、兑息服务，后续兑付、兑息工作由本公司自行负责办理，相关实施事宜以本公司的公

告为准。

（二）中证登上海分公司在收到款项后，通过资金结算系统将债券利息划付给相关的兑付兑息机构（证

券公司或中证登上海分公司认可的其他机构），投资者于兑付兑息机构领取债券利息。

六、关于投资者缴纳公司债券利息所得税的说明

（一）个人投资者缴纳公司债券利息所得税的说明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以及其他相关税收法规和文件的规定，本期债券的个人投资者应

就其获得的债券利息所得缴纳个人所得税。

本期债券利息个人所得税将统一由付息网点负责代扣代缴并直接向各付息网点所在地的税务部门缴

付。如各付息网点未履行上述债券利息个人所得税的代扣代缴义务，由此产生的法律责任由各付息网点自行

承担。本期债券的个人利息所得税征缴说明如下：

1、纳税人：本期债券的个人投资者。

2、征税对象：本期债券的利息所得。

3、征税税率：按利息额的20%征收。

4、征税环节：个人投资者在付息网点领取利息时由付息网点一次性扣除。

5、代扣代缴义务人：负责本期债券付息工作的付息网点。

（二）关于向非居民企业征收公司债券利息所得税的说明

对于持有“16天房02” 的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人民币境外机构投资者（以下简称“QFII、RQFII” ）等

非居民企业（其含义同《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根据 2008年1月1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企业所得税法》及其实施条例、2009年1月1日起施行的《非居民企业所得税源泉扣缴管理暂行办法》（国税

发[2009]3号）以及2009年1月23日发布的《关于中国居民企业向QFII支付股息、红利、利息代扣代缴企业所得

税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税函[2009]47号）等规定，非居民企业取得的本期债券利息应当缴纳10%的企业所得

税，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将按10%的税率代扣相关非居民企业上述企业所得税，在向

非居民企业派发债券税后利息后将税款返还本公司，然后由本公司向当地税务部门缴纳。

请非居民企业收到税后利息后7个工作日内向本公司提交《“16天房02” 债券付息事宜之QFII/RQFII情

况表》（见附件） 同证券账户卡复印件、QFII/RQFII证券投资业务许可证复印件等签章后一并传真至本公

司，原件以专人或邮寄的方式送达至本公司。传真号码：022-23146935，地址：天津市和平区常德道80号天房

发展财务部，邮政编码：300050。本公司在收到上述材料后向当地税务部门代缴非居民企业所得税。

七、本次付息相关机构

（一）发行人：天津市房地产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刘英娟

地址：天津市和平区常德道80号

联系电话：022-23146935

邮政编码：300050

（二）主承销商：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张本金、郑云桥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甲56号方圆大厦23层

联系电话：010-88027168

邮政编码：100044

（三）托管人：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联系人：徐瑛

地址：上海市陆家嘴东路166号中国保险大厦

联系电话：021-68870114

邮政编码：200120

投资者可以到下列互联网网址查询本付息公告：

http://www.sse.com.cn

特此公告。

天津市房地产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七年九月二十五日

附件一：

“16天房02” 债券付息事宜之QFII/RQFII情况表

中文 英文

在其居民国（地区）名称

在中国境内名称

在其居民国（地区）地址

国（地区）别

付息债权登记日收市后持债张数（张）

债券利息（税前，人民币元）

债券利息所得应纳税款（人民币元）

联系人：

联系电话：

公司名称及签章：

日期：

关于汇添富货币市场基金2017年

国庆节假期前两个交易日暂停A级、

B级份额申购（含定投及转换入）

业务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17年9月25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汇添富货币市场基金

基金简称 汇添富货币

基金主代码 519518

基金管理人名称 汇添富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根据《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和《汇添富货币市场基金基金合

同》规定，以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2017年部分节假日安排的通知》的规定。

暂停相关业务

的起始日、金

额及原因说明

暂停申购起始日 2017年9月28日

暂停转换转入起始日 2017年9月28日

暂停定期定额投资起始日 2017年9月28日

暂停申购（转换转入定期定额投资）的

原因说明

为保护基金份额持有人的利益，根据《汇添富货币市场基金基金基金合同》的有关规

定。

下属分级基金简称 汇添富货币A 汇添富货币B 汇添富货币C 汇添富货币D

下属分级基金交易代码 519518 519517 000642 000650

该分级基金是否暂停申购（转换转入、定期定额投资） 是 是 否 否

注：1、2017年9月28日至9月29日，本公司将暂停本基金A级、B级的申购（含转换转入及定期定额投资）

业务。

2、2017年10月9日，本基金恢复办理A级、B级的申购（含转换转入及定期定额投资）业务，届时不再公

告。

2�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1、本基金A级、B级份额暂停申购、转换转入及定期定额投资业务期间，本基金C级、D级份额的申购业

务、本基金的转换转出、赎回等业务照常办理。

2、2017年“国庆节”假期期间投资者提交的开户、申购、赎回、转换等基金交易申请及假期前未确认的

交易申请、未到账的赎回款项等，将顺延到假期结束后进行处理。

3、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货币市场基金投资等相关问题的通知》（证监基金字[2005]41号）中“当日赎

回的基金份额自下一个工作日起不享有基金的分配权益” 的规定，投资者于2017年9月29日赎回本基金的

份额，仍享有赎回当日和整个节假日期间的收益，将于2017年10月9日起不享受本基金的分配权益（赎回款

项可能将于节后才能到投资者账户）。

4、投资者如需使用资金，请充分考虑赎回资金到账所需时间，及早做好交易安排。如有疑问，可以拨打

本公司客服热线（400-888-9918）或登录本公司网站（www.99fund.com）获取相关信息。

汇添富基金高度重视投资者服务和投资者教育， 特此提醒投资者需正确认知基金投资的风险和长期

收益，做理性的基金投资人，做明白的基金投资人，享受长期投资的快乐！

特此公告。

汇添富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2017年9月25日

关于汇添富理财7天债券型证券投资

基金2017年国庆节假期前两个交易日

暂停申购业务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17年9月25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汇添富理财7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汇添富理财7天债券

基金主代码 471007

基金管理人名称 汇添富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根据《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和《汇添富理财7天债券型证

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规定，以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2017年部分节假日安排的通

知》的规定。

暂停相关业务的起始日、 金额

及原因说明

暂停申购起始日 2017年9月28日

暂停申购的原因说明

为保护基金份额持有人的利益，根据《汇添富理财7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

同》的有关规定。

下属分级基金的基金简称 汇添富理财7天债券A 汇添富理财7天债券B

下属分级基金的交易代码 471007 472007

该分级基金是否暂停申购 是 是

注：2017年10月9日，本基金恢复办理申购业务，届时不再公告。

2�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1、本基金A类份额目前限制大额申购（详见本基金管理人2017年9月19日发布的《关于汇添富理财7天

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暂停大额申购业务的公告》）。2017年10月9日，本基金恢复办理申购业务，并继续对

本基金A类的大额申购业务进行限制， 即单日单个基金账户累计申购本基金A类份额的金额不超过500万

元。

本基金B类份额目前不限大额申购（详见本基金管理人2017年9月22日发布的《关于汇添富理财7天债

券型证券投资基金恢复大额申购业务的公告》），但对于影响本基金稳健运作的大额申购资金，本基金管

理人仍有权予以限制，即本基金管理人有权拒绝单日单个基金账户累计超过500万元的申购申请。

2、2017年“国庆节”假期前，投资者未确认的交易申请、未到账的赎回款项等，将顺延至假期结束后进

行处理。

3、投资者如需使用资金，请充分考虑赎回资金到账所需时间，及早做好交易安排。如有疑问，可以拨打

本公司客服热线（400-888-9918）或登录本公司网站（www.99fund.com）获取相关信息。

汇添富基金高度重视投资者服务和投资者教育， 特此提醒投资者需正确认知基金投资的风险和长期

收益，做理性的基金投资人，做明白的基金投资人，享受长期投资的快乐！

特此公告。

汇添富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2017年9月25日

关于汇添富理财14天债券型证券投资

基金2017年国庆节假期前两个交易日

暂停申购业务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17年9月25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汇添富理财14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汇添富理财14天债券

基金主代码 470014

基金管理人名称 汇添富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根据《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和《汇添富理财14天债券型证

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规定，以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2017年部分节假日安排的通

知》的规定。

暂停相关业务的起始日、 金额

及原因说明

暂停申购起始日 2017年9月28日

暂停申购的原因说明

为保护基金份额持有人的利益，根据《汇添富理财14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

同》的有关规定。

下属分级基金的基金简称 汇添富理财14天债券A 汇添富理财14天债券B

下属分级基金的交易代码 470014 471014

该分级基金是否暂停申购 是 是

注：2017年10月9日，本基金恢复办理申购业务，届时不再公告。

2�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1、 本基金管理人已于2017年9月22日公告， 对本基金单日单账户累计500万元以上的大额申购进行限

制。2017年10月9日，本基金恢复办理申购业务，并继续对本基金的大额申购业务进行限制，即单日每个基

金账户累计申购本基金的金额不超过500万元。如某笔申请将导致单日每个基金账户累计申购本基金的金

额超过500万元，本基金管理人有权拒绝。

2、2017年“国庆节”假期前，投资者未确认的交易申请、未到账的赎回款项等，将顺延至假期结束后进

行处理。

3、投资者如需使用资金，请充分考虑赎回资金到账所需时间，及早做好交易安排。如有疑问，可以拨打

本公司客服热线（400-888-9918）或登录本公司网站（www.99fund.com）获取相关信息。

汇添富基金高度重视投资者服务和投资者教育， 特此提醒投资者需正确认知基金投资的风险和长期

收益，做理性的基金投资人，做明白的基金投资人，享受长期投资的快乐！

特此公告。

汇添富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2017年9月25日

关于汇添富理财30天债券型证券投资

基金2017年国庆节假期前两个交易日

暂停申购业务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17年9月25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汇添富理财30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汇添富理财30天债券

基金主代码 470030

基金管理人名称 汇添富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根据《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和《汇添富理财30天债券型证券

投资基金基金合同》规定，以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2017年部分节假日安排的通知》

的规定。

暂停相关业务的起始日、 金额

及原因说明

暂停申购起始日 2017年9月28日

暂停申购的原因说明

为保护基金份额持有人的利益， 根据《汇添富理财30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

同》的有关规定。

下属分级基金的基金简称 汇添富理财30天债券A 汇添富理财30天债券B

下属分级基金的交易代码 470030 471030

该分级基金是否暂停申购 是 是

注：2017年10月9日，本基金恢复办理申购业务，届时不再公告。

2�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1、本基金A类份额目前限制大额申购（详见本基金管理人2017年4月21日发布的《关于汇添富理财30

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暂停大额申购业务的公告》）。2017年10月9日，本基金恢复办理申购业务，并继续

对本基金A类的大额申购业务进行限制，即单日单个基金账户累计申购本基金A类份额的金额不超过500万

元。

本基金B类份额目前不限大额申购（详见本基金管理人2017年9月22日发布的《关于汇添富理财30天

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恢复大额申购业务的公告》），但对于影响本基金稳健运作的大额申购资金，本基金

管理人仍有权予以限制，即本基金管理人有权拒绝单日单个基金账户累计超过500万元的申购申请。

3、2017年“国庆节”假期前，投资者未确认的交易申请、未到账的赎回款项等，将顺延至假期结束后进

行处理。

3、投资者如需使用资金，请充分考虑赎回资金到账所需时间，及早做好交易安排。如有疑问，可以拨打

本公司客服热线（400-888-9918）或登录本公司网站（www.99fund.com）获取相关信息。

汇添富基金高度重视投资者服务和投资者教育， 特此提醒投资者需正确认知基金投资的风险和长期

收益，做理性的基金投资人，做明白的基金投资人，享受长期投资的快乐！

特此公告。

汇添富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2017年9月25日

关于汇添富理财60天债券型证券投资

基金2017年国庆节假期前两个交易日

暂停申购业务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17年9月25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汇添富理财60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汇添富理财60天债券

基金主代码 470060

基金管理人名称 汇添富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根据《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和《汇添富理财60天债券型证券投资

基金基金合同》规定，以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2017年部分节假日安排的通知》的规定。

暂停相关业务的起始

日、金额及原因说明

暂停申购起始日 2017年9月28日

暂停申购的原因说明

为保护基金份额持有人的利益，根据《汇添富理财60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的

有关规定。

下属分级基金的基金简称 汇添富理财60天债券A 汇添富理财60天债券B

下属分级基金的交易代码 470060 471060

该分级基金是否暂停申购 是 是

注：2017年10月9日，本基金恢复办理申购业务，届时不再公告。

2�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1、 本基金管理人已于2017年3月22日公告， 对本基金单日单账户累计500万元以上的大额申购进行限

制。2017年10月9日，本基金恢复办理申购业务，并继续对本基金的大额申购业务进行限制，即单日每个基

金账户累计申购本基金的金额不超过500万元。如单日某基金账户单笔申购本基金的金额超过500万元，则

500万元确认申购成功，超过500万元金额的部分将确认失败；如单日某基金账户多笔累计申购本基金的金

额超过500万元，基金管理人将逐笔累加至符合不超过500万元限额的申请确认成功，其余确认失败。单日

同一客户通过不同销售机构发起的申购申请将合并判断处理。

2、2017年“国庆节”假期前，投资者未确认的交易申请、未到账的赎回款项等，将顺延至假期结束后进

行处理。

3、投资者如需使用资金，请充分考虑赎回资金到账所需时间，及早做好交易安排。如有疑问，可以拨打

本公司客服热线（400-888-9918）或登录本公司网站（www.99fund.com）获取相关信息。

汇添富基金高度重视投资者服务和投资者教育， 特此提醒投资者需正确认知基金投资的风险和长期

收益，做理性的基金投资人，做明白的基金投资人，享受长期投资的快乐！

特此公告。

汇添富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2017年9月25日

关于汇添富添富通货币市场基金

（A类、E类份额）2017年国庆节假期

前两个交易日暂停申购（含定投

及转换入）业务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17年9月25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汇添富添富通货币市场基金

基金简称 汇添富添富通货币

基金主代码 000366

基金管理人名称 汇添富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根据《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和《汇添富添富通货币市

场基金基金合同》规定，以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2017年部分节假日安排的通

知》的规定。

暂停相关业务的

起始日、 金额及

原因说明

暂停申购起始日 2017年9月28日

暂停转换转入起始日 2017年9月28日

暂停定期定额投资起始日 2017年9月28日

暂停申购（转换转入、定期定额投资）的原因

说明

为保护基金份额持有人的利益，根据《汇添富添富通货币市场基金基金合同》

的有关规定。

下属分级基金的基金简称 汇添富添富通货币A 汇添富添富通货币B 汇添富添富通货币E

下属分级基金的交易代码 000366 000980 511980

该分级基金是否暂停申购（转换转入、定期定额投资） 是 否 是

注：1、2017年9月28日至9月29日，本公司将暂停本基金（A类、E类份额）的申购（含A类份额的转换转

入及定期定额投资）业务。

2、2017年10月9日，本基金恢复办理本基金（A类、E类份额）的申购（含A类份额的转换转入及定期定

额投资）业务，届时不再公告。

2�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1、本基金暂停申购、转换转入及定期定额投资业务期间，本基金B类份额的申购（含转换转入及定期

定额投资）业务、本基金的转换转出、赎回等业务照常办理。

2、2017年“国庆节”假期前，投资者未确认的交易申请、未到账的赎回款项等，将顺延至假期结束后进

行处理。

3、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货币市场基金投资等相关问题的通知》（证监基金字[2005]41号）中“当日赎

回的基金份额自下一个工作日起不享有基金的分配权益” 的规定，投资者于2017年9月29日赎回本基金的

份额，仍享有赎回当日和整个节假日期间的收益，将于2017年10月9日起不享受本基金的分配权益（赎回款

项可能将于节后才能到投资者账户）。

4、投资者如需使用资金，请充分考虑赎回资金到账所需时间，及早做好交易安排。如有疑问，可以拨打

本公司客服热线（400-888-9918）或登录本公司网站（www.99fund.com）获取相关信息。

汇添富基金高度重视投资者服务和投资者教育， 特此提醒投资者需正确认知基金投资的风险和长期

收益，做理性的基金投资人，做明白的基金投资人，享受长期投资的快乐！

特此公告。

汇添富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2017年9月25日

汇添富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旗下

部分基金增加中信期货为代销机构的公告

根据汇添富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与中信期货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期

货” ）签署的销售协议，自2017年9月26日起，本公司新增中信期货为旗下部分基金的代销机构。

一、 代销基金

基金简称 基金代码

汇添富全球互联混合（QDII） 001668

汇添富中证中药指数A 501011

汇添富中证中药指数C 501012

汇添富中证精准医指数（LOF）C类 501006

二、其他重要提示

1、投资者在中信期货办理上述基金投资事务，具体办理时间、费率活动内容、业务规则及办理程序请

遵循中信期货的规定。

2、投资者欲了解上述基金产品的详细情况，请仔细阅读刊登于本公司网站（www.99fund.com）的各基

金的《基金合同》、 《招募说明书》等法律文件及相关业务公告。

三、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了解或咨询相关情况

1、中信期货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400-990-8826

网站：www.citicsf.com

2、汇添富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客服热线：400-888-9918

网址：www.99fund.com

汇添富基金高度重视投资者服务和投资者教育， 特此提醒投资者需正确认知基金投资的风险和长期

收益，做理性的基金投资人，做明白的基金投资人，享受长期投资的快乐！

特此公告。

汇添富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2017年9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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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交易信息

欲了解以下项目详情，请登陆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网站www.suaee.com或中国产权交易报价网网站www.ma-china.org

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地址：上海市普陀区云岭东路689号1号楼，咨询电话：400-883-9191

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北京总部地址：北京市海淀区北蜂窝中路15号，联系电话：010-51917888张女士

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国际并购业务联系电话：010-51918836任先生

【Q317SH1014747】 南昌安昱达钢板制品有限公司25%股权 28936.00 6645.52

注册资本：5000.00�万元

经营范围：金属材料的加工、销售及相关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

1591.3800

【G32017SH1000342】

中国船舶工业物资闽赣有限公司6%股权及436.334476万元债

权

16381.45 11164.84

注册资本：5000.00�万元

经营范围：黑色、有色金属、矿石、木材、建筑材料、内燃机、金属加工机械、电器机械及器材、电子产

品及通讯设备、汽车及零部件、针纺织品、日用百货、农副产品销售，燃料油销售，化工原料、成品油

批发，物资储运、仓储、货场及设备、码头、铁路专用线和仓库的租赁、物资装卸、中转、集装箱转运、

联运，机械配件加工和机械设备安装、维修，信息咨询服务

1106.2249

【Q317SH1014737-3】 北京江川小额贷款有限公司25%股权

注册资本：6000.00�万元

经营范围：在北京市西城区范围内发放贷款

1255.5000

【GR2017SH1000464-3】

中央储备粮芜湖直属库部分资产(含山收储库土地及其附属设

施)

建筑面积 1634.69平方米 151.7400

【GR2017SH1000463-3】

中央储备粮芜湖直属库部分资产(芜湖县湾沚镇荆江西路粮贸

大楼1幢104、105室)

建筑面积 122.67平方米 70.2200

【G32017SH1000339】 华茂国际展览（上海）有限公司25%股权 415.00

注册资本：300.00�万元

经营范围：会务服务，展览展示服务，文化交流活动策划及以上相关业务咨询，从事货物的进出口

业务。

103.7500

【G32017SH1000337】 滁州新华海型材铸造有限公司100%股权 1260.79 1261.63

注册资本：1000.00�万元

经营范围：

1261.6300

【TR2017SH1000068】

连云港金昌特钢有限公司部分资产【灌南县新东北路西侧

（经济开发B区）的工业房地产】

建筑面积 40684.54平方米 7000.0000

【G32017SH1000193-2】 齐齐哈尔市时代橡塑有限责任公司50%股权 690.68 578.38

注册资本：300.00�万元

经营范围：橡胶制品、塑料制品、铁路配件生产、销售，模具、机械零部件加工、铆焊加工，铁路运输

设备制造，橡胶、模具技术咨询服务。

265.0000

【G32017SH1000335】 上海东展国际贸易有限公司45%股权 13974.71 6699.73

注册资本：4355.00�万元

经营范围：从事货物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从事对外贸易咨询业务，纺织品、化工产品、机械设备、

仪器仪表、家具、健身器械、家用电器、卫生洁具、餐具、办公用品、皮具、工艺美术品、花卉、玩具、日

用百货、医疗器械、化妆品、食用农产品、宠物用品、宠物饲料的销售，从事生物、环保、通讯、光电

子、新型材料、计算机软硬件专业领域内的技术咨询、技术转让、技术开发、技术服务，计算机软件

的设计及开发，电子商务，会务服务，展览展示服务，食品流通。

3014.8900

G32017SH1000346-0 长春华润万家物流配送有限公司90%股权 详见交易所网站

G32017SH1000345-0 武汉市武钢丹斯克科技磁材有限公司2%股权 详见交易所网站

G32017SH1000343-0 上海西铁长发国际货运有限公司51%股权 详见交易所网站

G32017SH1000341-0 四川太乙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50%股权及债权 详见交易所网站

G32017SH1000340-0 安徽瑞泰科技窑炉建筑安装有限公司100%股权 详见交易所网站

G32017SH1000338-0 上海星神体育文化传播有限公司51%股权 详见交易所网站

G32017SH1000336-0 南京铁梅运输贸易有限责任公司15%股权 详见交易所网站

G32017SH1000334-0 上海新安电磁阀有限公司65%股权 详见交易所网站

G32017SH1000333-0 成都中邮高讯科技发展有限公司65%股权 详见交易所网站

G32017SH1000332-0 北京星程同创信息咨询有限公司100%股权 详见交易所网站

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

9月第2期项目推介会公告

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拟于2017年9月27日下午2点举办2017年9月第2期项目推介会。地点：上海市普陀区云岭东路689号联合产权大厦209会议室；北京市海淀区北蜂窝中路15号上汽大厦四楼会议室。欢迎各位投资人届时莅临。

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

二○一七年九月

本次主要宣讲的项目为：

1、普元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8727271股股份转让项目

关键字：信息技术、CMMI认证、转让征集

2、美国某下一代超微免疫体外诊断公司20%股权转让项目

关键字：医疗、超微免疫体外诊断

3、中铁十五局都匀置业100%股权及债权转让项目

关键字：230亩住宅用地

现场另有多项股权、资产转让，企业增资等多类项目推介，不限于上述宣讲项目，敬请关注。

项目编号 项目名称 总资产(万元) 净资产(万元) 项目简介 挂牌价格(万元)

【G32017SH1000352】 广东新大禹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1.8462%股权 81000.00

注册资本：10833.33�万元

经营范围：环保设备开发、生产、运营及安装技术服务；环保设施运营；环保技术研究开发及服务；

承接环境污染防治工程；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销售：环保设备，环保混凝剂，五金制品，计算

机及配件；非危险性化学药品经销。

1650.0000

【G32017SH1000351】 上海筑萌信息科技有限公司20%股权 14.00

注册资本：200.00�万元

经营范围：从事网络科技、信息科技、计算机软硬件、电子科技、自动化科技领域内的技术开发、技

术咨询、技术服务、技术转让，计算机软硬件、电子产品的研发、销售，计算机系统集成，电子商务，

商务咨询，会务服务，展览展示服务，市场营销策划，各类广告的设计、制作、发布。

5.0000

【G32017SH1000350】

上饶银行股份有限公司32,397,473.10股股权（占总股本的

1.73%）

8958.00 8958.00

注册资本：187646.10�万元

经营范围：吸收公众存款；发放短期、中期和长期贷款；办理国内外结算；办理票据承兑与贴现；代

理发行、代理兑付、承销政府债券；买卖政府债券；从事同业拆借；办理银行卡业务；提供信用证服

务及担保；代理收付款业务和代理保险业务；办理委托存、贷款业务；提供保管箱服务；经中国银行

业监督管理机构批准的其他业务

8958.0000

【G32017SH1000349】

深圳古瑞瓦特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股份200万股（占总股本的

1.92%）

59797.05

注册资本：10416.67�万元

经营范围：一般经营范围：软件产品、计算机及其周边设备、风能及光伏系统设备的技术开发、批

发、佣金代理、进出口及相关配套业务，转让自行开发的技术成果，并提供相关产品的技术咨询、上

门安装及维护；汽车电子装置的批发与销售；电动汽车充电设施的经营与维护；五金加工。许可经

营范围：以下项目涉及应取得许可审批的，须凭相关审批文件方可经营：太阳能光伏逆变器的开

发、加工、生产经营；太阳能电站项目投资和建设；锂离子电池模组、充电器、电动汽车电池模组、电

池模具、动力电池系统、汽车模具及其相关附件、汽车零配件、电动车零部件、电池管理系统、电源

管理系统、太阳能光伏逆变器、储能设备、新能源汽车充电设备及配件的技术开发、生产、加工、销

售及售后服务

1668.5000

【G32017SH1000187】 中仓仓单服务有限公司50%股权 1405.41

注册资本：1850.00�万元

经营范围：仓单商务信息咨询、识别技术服务、物联网技术服务、商务管理服务、金融信息咨询、接

受金融机构委托从事金融外包服务。依托互联网等技术手段，提供金融中介服务；物流公共服务系

统的开发及运营。

735.0000

【GR2017SH1000508-2】

上海市浦东新区桃林路777、779号（鄂尔多斯艾力大厦）第十

一层1101室、1102室、1107室房产租赁权

租赁面积 425.85平方米 133.6752

【GR2017SH1000507-2】

上海市浦东新区桃林路777、779号（鄂尔多斯艾力大厦）第十

三层1304室房产租赁权

租赁面积 178.77平方米 56.1168

【GR2017SH1000506-2】

上海市浦东新区桃林路777、779号（鄂尔多斯艾力大厦）第十

五层1501室、1502室、1503室、1504室、1505室、1506室、1507室

房产租赁权

租赁面积 1116.45平方米 350.4528

【GR2017SH1000500-2】

宝钢矿棉科技（宁波）有限公司部分资产（离心机及制棉系统

等638台（套）设备）

详见交易所网站 568.3405

【GR2017SH1000540】

苏州中信投资有限公司部分资产（苏州太湖城2号地及地上建

筑物）

详见交易所网站 28079.6500

【GR2017SH1000539】

龙泉市丰源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部分资产（上海市嘉定区

金沙江西路1555弄8号10层办公楼）

建筑面积 340.65平方米 583.8000

【G32017SH1000348】 河南航天特种车辆有限公司72%股权 34002.62 338.63

注册资本：9000.00�万元

经营范围：地面设备生产销售，汽车零部件、汽车配套件、金属材料、五金、电器销售；非标设备的设

计、制造，成套机电设备的设计、制造和技术咨询；计算机软、硬件产品的开发、销售及服务；计算

机、电子设备、通信设备的研制及销售。

243.8136

【G32017SH1000347】

中音国联（常州）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人民币315.032万

元有限合伙份额（占总份额的12.9385%）

6487.53 5921.53

注册资本：2434.83�万元

经营范围：投资管理、资产管理；经济贸易咨询；会议服务；承办展览展示活动。

1840.4736

【G32017SH1000344】 中铁港航东南海洋工程有限公司40%股权 12157.76 5626.52

注册资本：5000.00�万元

经营范围：海洋工程项目的投资、施工、勘察与设计；海洋工程装备的研发、制造、销售；建筑工程、

市政公用工程、公路工程、铁路工程、港口与航道工程、隧道工程、钢结构工程、城市及道路照明工

程、环保工程、建筑装修装饰工程、建筑幕墙工程、建筑机电安装工程、港航设备安装及水上交管工

程、园林绿化工程的设计与施工；机械设备租赁。

2250.61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