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证券代码：002857� � � �证券简称：三晖电气 公告编号：2017-057

郑州三晖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子公司完成工商变更登记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成，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郑州三晖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17年11月29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

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全资子公司郑州三晖互感器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三晖互感器"）

以未分配利润和资本公积转增注册资本的议案》。公司全资子公司郑州三晖互感器有限公司

拟使用未分配利润880万元和资本公积220万元转增注册资本，转增后郑州三晖互感器有限公

司的注册资本将由人民币2,500万元增加至人民币3,600万元。

公司于近日接到三晖互感器通知， 三晖互感器已完成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并取得新的营

业执照，营业执照登记信息如下：

名称：郑州三晖互感器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10100747409445G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住所：郑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第五大街85号

法定代表人：于文彪

注册资本：叁仟陆佰万圆整

成立日期：2003年03月03日

经营期限：2003年03月03日至2033年03月02日

经营范围：标准互感器、电力互感器、高低压输配电设备及元器件的设计、生产、销售；电

工仪器仪表、计算机及配套产品的销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

经营活动）

特此公告。

郑州三晖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7年12月19日

证券简称：证通电子 证券代码：002197� � � �公告编号：2017-101

深圳市证通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完成股票购买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深圳市证通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证通电子"或"公司"）于2017年7月25日召开第

四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及2017年8月11日召开2017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

<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及相关议案。 以上具体事项详见公司

2017年7月26日、2017年8月12日刊登于《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的

相关公告内容。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上市公司实施员工持股计划试点的指导意见》及深圳 证券交易所

《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7号：员工持股计划》的相关要求，现将公司第一期员工持

股计划的实施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截至本公告日， 华澳·臻智57号-证通电子第一期员工持股集合信托计划通过二级市场集

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购买公司股票合计23,121,021股，占公司总股本的4.49%，成交均价为12.89

元，公司已按规定于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6个月内完成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标的股票的购

买。 剩余资金将不再继续购买公司股票，留作备付资金。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已完成股票购买，本次员工持股计划所购买股票

的锁定期为自本公告日起12个月。 公司将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深圳市证通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七年十二月十九日

证券代码：600006� � � �证券简称：东风汽车 公告编号：2017--059

东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2017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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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17年12月18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湖北省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创业路58号东风汽车股份有限公

司105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

、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7

2

、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1,203,483,112

3

、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

60.1741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由董事侯世国先生主持。 会议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

结合的表决方式。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

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做出的决议合法、有效。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3人，其中，董事铃木昭寿以电话连线的方式参会。 董事雷平先

生、黄刚先生、马智欣先生、菲利普.盖林-博陶先生、张志宏先生、李克强先生由于工作原因未

能出席；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1人，公司监事何伟先生、胡卫东先生由于工作原因未能出席；

3、董事会秘书张斌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部分高管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A

股

1,202,026,500 99.8789 1,456,612 0.1211 0 0.0000

(二)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2、关于更换公司部分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

决权的比例（

%

）

是否当选

2.01

李祥平

1,203,432,413 99.9957

是

2.02 Ashwani Gupta

（阿施瓦尼·古普塔）

1,203,432,413 99.9957

是

(三)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票数 比例（

%

）

2.01

李祥平

1,432,413 96.5815

2.02 Ashwani Gupta

（阿施瓦尼·古普塔）

1,432,413 96.5815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议案1为特别决议议案，已获得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以上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鉴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通商律师事务所

律师：李慧、刘向科

2、律师鉴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召集人及

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 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符合法律、 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

定，经股东大会表决通过的有关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目录

1、东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 北京通商律师事务所关于东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

意见书.

东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2017年12月19日

证券代码：600661� � � �股票简称：新南洋 编号：临2017-070

上海新南洋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增持公司股份计划的进展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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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于2017年12月13日披露了《关于股东增持公司股份计划的公告》。 公司股东中金投

资（集团）有限公司（下称"中金集团"）及一致行动人计划自增持计划发布之日起12个月内，

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继续增持新南洋股份， 拟增持股份不低于新南洋总股

本的1%，不超过新南洋总股本的10%。

●截至2017年12月18日，中金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增持1,65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58%，公司股东中金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持有公司15,977,488股，占公司总股本的5.58%。

一、增持主体的基本情况

1、增持主体：中金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

2、截至2017年12月18日，中金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持有公司15,977,488股，占公司总股本

的5.58%。

二、增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1、中金集团及一致行动人增持公司股份系出于对公司未来发展的信心。

2、本次中金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拟增持的股份种类为新南洋普通股A股。

3、中金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将根据市场情况，计划在未来12个月内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

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继续增持新南洋股份，拟增持股份不低于新南洋总股本的1%，不超过新南洋

总股本的10%。 本次增持计划不以谋求实际控制权为目的。

4、本次增持计划未设定价格区间，信息披露义务人将根据其对公司股票价值的合理判断，

并结合二级市场波动情况，实施增持计划。

5、本次拟增持股份的资金来源为中金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的自有资金。

三、增持计划实施的不确定性风险

本次增持计划可能面临以下不确定性风险： 上市公司股价波动导致增持计划实施的时间

和价格存在一定不确定性。

四、增持计划的实施进展

截至2017年12月18日，公司股东中金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增持1,650,000股，占公司总

股本的0.58%，已超过本次增持计划数量区间下限的50%。

其中中金集团增持1,413,000股，增持均价为23.37元/股；一致行动人新疆汇中怡富投资有

限公司增持237,000股，增持均价为23.41元/股。

本次增持计划实施前，中金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持有公司14,327,488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5%；截至公告日，中金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持有公司15,977,488股，占公司总股本的5.58%。

五、其他说明

1、中金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本次增持行为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业

务规则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2、中金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承诺：在增持公司股份期间、增持完成后6个月内及法律规定

的期限内不减持所持有的公司股份，并严格遵守《公司法》、《证券法》等法律法规及上海证券

交易所业务规则等有关规定

3、本次股份增持行为不会导致公司股权分布不具备上市条件，不影响公司上市地位。

4、公司将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定，持续关注中金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增持公司股

份的有关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上海新南洋股份有限公司

2017年12月19日

信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TMT中证A定期份额

折算后次日前收盘价调整的公告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的相关业务规定以及《信诚中证

TMT产业主题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的约定，信诚中证TMT产业主题指数分级证

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本基金” ）于2017年12月15日对在该日交易结束后登记在册的信诚

中证TMT产业主题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之基础份额（场内简称“信诚TMT” ，交易代码：

165522）和信诚中证TMT产业主题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A份额（场内简称“TMT中证A” ，

交易代码：150173） 办理了定期份额折算业务。 对于定期份额折算的方法及相关事宜， 详见

2017年12月12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及信诚基金管理有限公

司网站上的 《信诚中证TMT产业主题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办理定期份额折算业务的公

告》。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证券投资基金交易和申购赎回实施细则》，2017年12月19日TMT

中证A即时行情显示的前收盘价为2017年12月18日的TMT中证A的份额净值 （四舍五入至

0.001元），即1.000元。 由于TMT中证A折算前存在折价交易情形，2017年12月15日的收盘价为

0.933元，扣除约定收益后为0.888元，与2017年12月19日的前收盘价存在较大差异，2017年12月

19日当日可能出现交易价格大幅波动的情形，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信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7年12月19日

信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医药800A定期份额

折算后次日前收盘价调整的公告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的相关业务规定以及《信诚中证

800医药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的约定，信诚中证800医药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

（以下简称“本基金” ）于2017年12月15日对在该日交易结束后登记在册的信诚中证800医药

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之基础份额（以下简称“信诚医药” ，交易代码：165519）和信诚中证

800医药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A份额（以下简称“医药800A” ，交易代码：150148）办理了定

期份额折算业务。对于定期份额折算的方法及相关事宜，详见2017年12月12日刊登在《中国证

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及信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站上的《信诚基金关于信诚

中证800医药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办理定期份额折算业务的公告》。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证券投资基金交易和申购赎回实施细则》，2017年12月19日医药

800A即时行情显示的前收盘价为2017年12月18日的医药800A的份额净值 （四舍五入至0.001

元）， 即1.000元。 由于医药800A折算前存在溢价交易情形，2017年12月15日的收盘价为1.168

元，扣除约定收益后为1.121元，与2017年12月19日的前收盘价存在较大差异，2017年12月19日

当日可能出现交易价格大幅波动的情形，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信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7年12月19日

信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信诚中证

TMT产业主题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

定期份额折算结果及恢复交易的公告

根据信诚中证TMT产业主题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本基金）基金合同、招募

说明书及深圳证券交易所和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的相关业务规定，信诚基金管理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以2017年12月15日为份额折算基准日，对信诚中证TMT产业主

题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之基础份额（场内简称“信诚TMT” ，交易代码：165522））的场外

份额、场内份额和信诚中证TMT产业主题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A份额（场内简称“TMT中

证A” ，交易代码：150173）实施定期份额折算，现将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份额折算结果

2017年12月15日，信诚TMT的场外份额经折算后的份额数采用四舍五入的方式保留到小

数点后两位，由此产生的误差计入基金资产；信诚TMT的场内份额、TMT中证A份额经折算后

的份额数截位取整计算（最小单位为1份），余额计入基金资产。 份额折算比例四舍五入精确

到小数点后第9位，如下表所示：

基金份额名称 折算前份额 （份） 新增份额折算比例

折算后基金份额净

值 （元）

折算后基金份额累

计净值（元）

折算后份额（份）

信诚

TMT

场外份额

199,932,713.02 0.029534830 0.762 1.503 205,837,691.71

信诚

TMT

场内份额

16,617,218.00 0.029534830 0.762 1.503 22,132,378.00

TMT

中证

A

份额

85,058,463.00 0.059069661 1.000 1.151 85,058,463.00

注1：该“折算后份额”包括TMT中证A份额经折算后产生的新增信诚TMT场内份额。

注2：信诚TMT场外份额经份额折算后产生新增的信诚TMT场外份额；信诚TMT场内份

额经份额折算后产生新增的信诚TMT场内份额；TMT中证A份额经份额折算后产生新增的信

诚TMT场内份额。

投资者自公告之日起可查询经注册登记人及本公司确认的折算后份额。

二、恢复交易

自2017年12月19日起，本基金恢复申购、赎回、转换、转托管（包括系统内转托管和跨系统

转托管）和配对转换业务，TMT中证A份额将于2017年12月19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复牌。

三、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1、 根据 《深圳证券交易所证券投资基金交易和申购赎回实施细则》，2017年12月19日

TMT中证A即时行情显示的前收盘价为2017年12月18日的TMT中证A的份额净值（四舍五入

至0.001元），即1.000元。 由于TMT中证A折算前存在折价交易情形，2017年12月15日的收盘价

为0.933元，扣除约定收益后为0.888元，与2017年12月19日的前收盘价存在较大差异，2017年12

月19日当日可能出现交易价格大幅波动的情形，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2、TMT中证A期末的约定应得收益将折算为信诚TMT场内份额分配给TMT中证A的份

额持有人，而信诚TMT为跟踪中证TMT产业主题指数的基础份额，其份额净值将随市场涨跌

而变化，因此TMT中证A份额持有人预期收益的实现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其可能会承担因

市场下跌而遭受损失的风险。

3、由于TMT中证A新增份额所折算成的信诚TMT的场内份额数和信诚TMT的场内份额

经折算后的份额数皆取整计算（最小单位为1份），余额计入基金资产，持有较少TMT中证A

或信诚TMT的份额持有人存在无法获得新增场内信诚TMT份额的可能性。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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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资者投资基金时应认真阅读基金合同和招募说明书。 敬请投资

者留意投资风险。

四、投资者可以通过以下途径了解或咨询相关情况

1、本公司客户服务电话：400-666-0066

2、本公司网站：www.xcfunds.com

特此公告。

信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7年12月19日

信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信诚

中证800有色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

定期份额折算结果及恢复交易的公告

根据信诚中证800有色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本基金）基金合同、招募说明

书及深圳证券交易所和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的相关业务规定，信诚基金管理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以2017年12月15日为份额折算基准日，对信诚中证800有色指数分级

证券投资基金之基础份额（以下简称“信诚有色” ，交易代码：165520）的场外份额、场内份额

和信诚中证800有色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A份额 （以下简称 “有色800A” ， 交易代码：

150150）实施定期份额折算，现将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份额折算结果

2017年12月15日，信诚有色的场外份额经折算后的份额数采用四舍五入的方式保留到小

数点后两位，由此产生的误差计入基金资产；信诚有色的场内份额、有色800A份额经折算后的

份额数截位取整计算（最小单位为1份），余额计入基金资产。 份额折算比例四舍五入精确到

小数点后第9位，如下表所示：

基金份额名称 折算前份额 （份） 新增份额折算比例

折算后基金份额净

值 （元）

折算后基金份额累

计净值（元）

折算后份额（份）

信诚有色场外份额

154,367,176.48 0.020218437 1.162 1.291 157,488,239.51

信诚有色场内份额

15,035,107.00 0.020218437 1.162 1.291 16,132,707.00

有色

800A

份额

19,626,013.00 0.040436874 1.000 1.233 19,626,013.00

注1：该“折算后份额”包括有色800A份额经折算后产生的新增信诚有色场内份额。

注2：信诚有色场外份额经份额折算后产生新增的信诚有色场外份额；信诚有色场内份额

经份额折算后产生新增的信诚有色场内份额；有色800A份额经份额折算后产生新增的信诚有

色场内份额。

投资者自公告之日起可查询经注册登记人及本公司确认的折算后份额。

二、恢复交易

自2017年12月19日起，本基金恢复申购、赎回、转换、转托管（包括系统内转托管和跨系统

转托管）和配对转换业务，有色800A份额将于2017年12月19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复牌。

三、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1、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证券投资基金交易和申购赎回实施细则》，2017年12月19日有

色800A即时行情显示的前收盘价为2017年12月18日的有色800A的份额净值 （四舍五入至

0.001元）， 即1.000元。 由于有色800A折算前存在折价交易情形，2017年12月15日的收盘价为

0.965元，扣除约定收益后为0.918元，与2017年12月19日的前收盘价存在较大差异，2017年12月

19日当日可能出现交易价格大幅波动的情形，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2、 有色800A期末的约定应得收益将折算为信诚有色场内份额分配给有色800A的份额持

有人， 而信诚有色为跟踪中证800有色金属指数的基础份额， 其份额净值将随市场涨跌而变

化，因此有色800A份额持有人预期收益的实现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其可能会承担因市场下

跌而遭受损失的风险。

3、 由于有色800A新增份额所折算成的信诚有色的场内份额数和信诚有色的场内份额经

折算后的份额数皆取整计算（最小单位为1份），余额计入基金资产，持有较少有色800A或信

诚有色的份额持有人存在无法获得新增场内信诚有色份额的可能性。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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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资者投资基金时应认真阅读基金合同和招募说明书。 敬请投资

者留意投资风险。

四、投资者可以通过以下途径了解或咨询相关情况

1、本公司客户服务电话：400-666-0066

2、本公司网站：www.xcfunds.com

特此公告。

信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7年12月19日

信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信诚

中证800医药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

定期份额折算结果及恢复交易的公告

根据信诚中证800医药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本基金）基金合同、招募说明

书及深圳证券交易所和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的相关业务规定，信诚基金管理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以2017年12月15日为份额折算基准日，对信诚中证800医药指数分级

证券投资基金之基础份额（以下简称“信诚医药” ，交易代码：165519）的场外份额、场内份额

和信诚中证800医药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A份额 （以下简称 “医药800A” ， 交易代码：

150148）实施定期份额折算，现将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份额折算结果

2017年12月15日，信诚医药的场外份额经折算后的份额数采用四舍五入的方式保留到小

数点后两位，由此产生的误差计入基金资产；信诚医药的场内份额、800医药A份额经折算后的

份额数截位取整计算（最小单位为1份），余额计入基金资产。 份额折算比例四舍五入精确到

小数点后第9位，如下表所示：

基金份额名称 折算前份额 （份） 新增份额折算比例

折算后基金份额净

值 （元）

折算后基金份额

累计净值（元）

折算后份额（份）

信诚医药场外份额

156,168,928.09 0.025664170 0.916 1.550 160,176,874.01

信诚医药场内份额

11,289,956.00 0.025664170 0.916 1.550 13,875,400.00

医药

800A

份额

44,725,727.00 0.051328341 1.000 1.236 44,725,727.00

注1：该“折算后份额”包括医药800A份额经折算后产生的新增信诚医药场内份额。

注2：信诚医药场外份额经份额折算后产生新增的信诚医药场外份额；信诚医药场内份额

经份额折算后产生新增的信诚医药场内份额；医药800A份额经份额折算后产生新增的信诚医

药场内份额。

投资者自公告之日起可查询经注册登记人及本公司确认的折算后份额。

二、恢复交易

自2017年12月19日起，本基金恢复申购、赎回、转换、转托管（包括系统内转托管和跨系统

转托管）和配对转换业务，医药800A份额将于2017年12月19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复牌。

三、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1、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证券投资基金交易和申购赎回实施细则》，2017年12月19日医

药800A即时行情显示的前收盘价为2017年12月18日的医药800A的份额净值 （四舍五入至

0.001元）， 即1.000元。 由于医药800A折算前存在溢价交易情形，2017年12月15日的收盘价为

1.168元，扣除约定收益后为1.121元，与2017年12月19日的前收盘价存在较大差异，2017年12月

19日当日可能出现交易价格大幅波动的情形，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2、 医药800A期末的约定应得收益将折算为信诚医药场内份额分配给医药800A的份额持

有人，而信诚医药为跟踪中证800制药与生物科技指数的基础份额，其份额净值将随市场涨跌

而变化，因此医药800A份额持有人预期收益的实现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其可能会承担因市

场下跌而遭受损失的风险。

3、 由于医药800A新增份额所折算成的信诚医药的场内份额数和信诚医药的场内份额经

折算后的份额数皆取整计算（最小单位为1份），余额计入基金资产，持有较少医药800A或信

诚医药的份额持有人存在无法获得新增场内信诚医药份额的可能性。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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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资者投资基金时应认真阅读基金合同和招募说明书。 敬请投资

者留意投资风险。

四、投资者可以通过以下途径了解或咨询相关情况

1、本公司客户服务电话：400-666-0066

2、本公司网站：www.xcfunds.com

特此公告。

信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7年12月19日

信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信诚

中证800金融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

定期份额折算结果及恢复交易的公告

根据信诚中证800金融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本基金）基金合同、招募说明

书及深圳证券交易所和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的相关业务规定，信诚基金管理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以2017年12月15日为份额折算基准日，对信诚中证800金融指数分级

证券投资基金之基础份额（以下简称“信诚金融” ，交易代码：165521）的场外份额、场内份额

和信诚中证800金融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A份额（以下简称“金融A” ，交易代码：150157）实

施定期份额折算，现将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份额折算结果

2017年12月15日，信诚金融的场外份额经折算后的份额数采用四舍五入的方式保留到小

数点后两位，由此产生的误差计入基金资产；信诚金融的场内份额、金融A份额经折算后的份

额数截位取整计算（最小单位为1份），余额计入基金资产。 份额折算比例四舍五入精确到小

数点后第9位，如下表所示：

基金份额名称 折算前份额 （份） 新增份额折算比例

折算后基金份额净

值 （元）

折算后基金份额累

计净值（元）

折算后份额（份）

信诚金融场外份额

42,080,434.79 0.023034913 1.020 1.701 43,049,753.94

信诚金融场内份额

16,270,778.00 0.023034913 1.020 1.701 39,395,400.00

金融

A

份额

493,811,891.00 0.046069826 1.000 1.216 493,811,891.00

注1：该“折算后份额”包括金融A份额经折算后产生的新增信诚金融场内份额。

注2：信诚金融场外份额经份额折算后产生新增的信诚金融场外份额；信诚金融场内份额

经份额折算后产生新增的信诚金融场内份额； 金融A份额经份额折算后产生新增的信诚金融

场内份额。

投资者自公告之日起可查询经注册登记人及本公司确认的折算后份额。

二、恢复交易

自2017年12月19日起，本基金恢复申购、赎回、转换、转托管（包括系统内转托管和跨系统

转托管）和配对转换业务，金融A份额将于2017年12月19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复牌。

三、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1、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证券投资基金交易和申购赎回实施细则》，2017年12月19日金

融A即时行情显示的前收盘价为2017年12月18日的金融A的份额净值（四舍五入至0.001元），

即1.000元。 由于金融A折算前存在折价交易情形，2017年12月15日的收盘价为0.967元，扣除约

定收益后为0.920元， 与2017年12月19日的前收盘价存在较大差异，2017年12月19日当日可能

出现交易价格大幅波动的情形，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2、金融A期末的约定应得收益将折算为信诚金融场内份额分配给金融A的份额持有人，而

信诚金融为跟踪中证800金融指数的基础份额，其份额净值将随市场涨跌而变化，因此金融A

份额持有人预期收益的实现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其可能会承担因市场下跌而遭受损失的风

险。

3、由于金融A新增份额所折算成的信诚金融的场内份额数和信诚金融的场内份额经折算

后的份额数皆取整计算（最小单位为1份），余额计入基金资产，持有较少金融A或信诚金融的

份额持有人存在无法获得新增场内信诚金融份额的可能性。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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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资者投资基金时应认真阅读基金合同和招募说明书。 敬请投资

者留意投资风险。

四、投资者可以通过以下途径了解或咨询相关情况

1、本公司客户服务电话：400-666-0066

2、本公司网站：www.xcfunds.com

特此公告。

信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7年12月19日

信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信诚

沪深300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

定期份额折算结果及恢复交易的公告

根据信诚沪深300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本基金）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及

深圳证券交易所和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的相关业务规定，信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本公司）以2017年12月15日为份额折算基准日，对信诚沪深300指数分级证券投资

基金之基础份额（以下简称“信诚300” ，交易代码：165515）的场外份额、场内份额和信诚沪深

300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A份额（以下简称“沪深300A” ，交易代码：150051）实施定期份额

折算，现将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份额折算结果

2017年12月15日，信诚300的场外份额经折算后的份额数采用四舍五入的方式保留到小数

点后两位，由此产生的误差计入基金财产；信诚300的场内份额、沪深300A份额经折算后的份

额数截位取整计算（最小单位为1份），舍去部分计入基金财产。 份额折算比例四舍五入精确

到小数点后第9位，如下表所示：

基金份额名称 折算前份额 （份） 新增份额折算比例

折算后基金份额净值

（元）

折算后基金份额累计

净值（元）

折算后份额（份）

信诚

300

场外份额

91,127,436.24 0.016187098 1.390 1.535 92,602,524.98

信诚

300

场内份额

30,794,722.00 0.016187098 1.390 1.535 33,178,231.00

沪深

300A

份额

58,226,376.00 0.032374195 1.000 1.324 58,226,376.00

注1：该“折算后份额”包括沪深300A份额经折算后产生的新增信诚300场内份额。

注2：信诚300场外份额经份额折算后产生新增的信诚300场外份额；信诚300场内份额经

份额折算后产生新增的信诚300场内份额；沪深300A份额经份额折算后产生新增的信诚300场

内份额。

投资者自公告之日起可查询经注册登记人及本公司确认的折算后份额。

二、恢复交易

自2017年12月19日起，本基金恢复申购、赎回、转换、转托管（包括系统内转托管和跨系统

转托管）和配对转换业务，沪深300A份额将于2017年12月19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复牌。

三、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1、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证券投资基金交易和申购赎回实施细则》，2017年12月19日沪深

300A即时行情显示的前收盘价为2017年12月18日的沪深300A的份额净值 （四舍五入至0.001

元）， 即1.000元。 由于沪深300A折算前存在折价交易情形，2017年12月15日的收盘价为0.943

元，扣除约定收益后为0.898元，与2017年12月19日的前收盘价存在较大差异，2017年12月19日

当日可能出现交易价格大幅波动的情形，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2、沪深300A期末的约定应得收益将折算为信诚300场内份额分配给沪深300A的份额持有

人，而信诚300为跟踪沪深300指数的基础份额，其份额净值将随市场涨跌而变化，因此沪深

300A份额持有人预期收益的实现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其可能会承担因市场下跌而遭受损失

的风险。

3、 由于沪深300A新增份额所折算成的信诚300的场内份额数和信诚300的场内份额经折

算后的份额数皆取整计算（最小单位为1份），舍去部份计入基金财产，持有较少沪深300A或

信诚300的份额持有人存在无法获得新增场内信诚300份额的可能性。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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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资者投资基金时应认真阅读基金合同和招募说明书。 敬请投资

者留意投资风险。

四、投资者可以通过以下途径了解或咨询相关情况

1、本公司客户服务电话：400-666-0066

2、本公司网站：www.xcfunds.com

特此公告。

信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7年12月19日

信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金融A定期份额

折算后次日前收盘价调整的公告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的相关业务规定以及《信诚中证

800金融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的约定，信诚中证800金融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

（以下简称“本基金” ）于2017年12月15日对在该日交易结束后登记在册的信诚中证800金融

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之基础份额（以下简称“信诚金融” ，交易代码：165521）和信诚中证

800金融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A份额（以下简称“金融A” ，交易代码：150157）办理了定期份

额折算业务。 对于定期份额折算的方法及相关事宜，详见2017年12月12日刊登在《中国证券

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及信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站上的《信诚基金关于信诚中

证800金融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办理定期份额折算业务的公告》。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证券投资基金交易和申购赎回实施细则》，2017年12月19日金融A

即时行情显示的前收盘价为2017年12月18日的金融A的份额净值 （四舍五入至0.001元），即

1.000元。 由于金融A折算前存在折价交易情形，2017年12月15日的收盘价为0.967元，扣除约定

收益后为0.920元， 与2017年12月19日的前收盘价存在较大差异，2017年12月19日当日可能出

现交易价格大幅波动的情形，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信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7年12月19日

信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沪深300A定期份额

折算后次日前收盘价调整的公告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的相关业务规定以及《信诚沪深

300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的约定，信诚沪深300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

称“本基金” ）于2017年12月15日对在该日交易结束后登记在册的信诚沪深300指数分级证券

投资基金之基础份额（以下简称“信诚300” ，交易代码：165515）和信诚沪深300指数分级证券

投资基金A份额（以下简称“沪深300A” ，交易代码：150051）办理了定期份额折算业务。 对于

定期份额折算的方法及相关事宜， 详见2017年12月12日刊登在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

报》、《证券时报》及信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站上的《信诚基金关于信诚沪深300指数分级

证券投资基金办理定期份额折算业务的公告》。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证券投资基金交易和申购赎回实施细则》，2017年12月19日沪深

300A即时行情显示的前收盘价为2017年12月18日的沪深300A的份额净值 （四舍五入至0.001

元）， 即1.000元。 由于沪深300A折算前存在折价交易情形，2017年12月15日的收盘价为0.943

元，扣除约定收益后为0.898元，与2017年12月19日的前收盘价存在较大差异，2017年12月19日

当日可能出现交易价格大幅波动的情形，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信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7年12月19日

信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有色800A定期份额

折算后次日前收盘价调整的公告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的相关业务规定以及《信诚中证

800有色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的约定，信诚中证800有色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

（以下简称“本基金” ）于2017年12月15日对在该日交易结束后登记在册的信诚中证800有色

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之基础份额（以下简称“信诚有色” ，交易代码：165520）和信诚中证

800有色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A份额（以下简称“有色800A” ，交易代码：150150）办理了定

期份额折算业务。对于定期份额折算的方法及相关事宜，详见2017年12月12日刊登在《中国证

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及信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站上的《信诚基金关于信诚

中证800有色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办理定期份额折算业务的公告》。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证券投资基金交易和申购赎回实施细则》，2017年12月19日有色

800A即时行情显示的前收盘价为2017年12月18日的有色800A的份额净值 （四舍五入至0.001

元）， 即1.000元。 由于有色800A折算前存在折价交易情形，2017年12月15日的收盘价为0.965

元，扣除约定收益后为0.918元，与2017年12月19日的前收盘价存在较大差异，2017年12月19日

当日可能出现交易价格大幅波动的情形，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信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7年12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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