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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超讯通信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第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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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5月24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广州市天河区天河科技园软件园高唐新建区高普路1025、1027

号第4层公司西区会议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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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59,210,2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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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86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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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股东大会由董事会召集，公司董事长梁建华先生主持，本次会议的召集、

召开及表决方式均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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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人，出席7人；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公司董事会秘书邹文女士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其他高管列席了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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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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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9,210,245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2、议案名称：关于选举独立董事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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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9,210,245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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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关于修改《公司章程》及办

理工商变更登记的议案

724,373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2 关于选举独立董事的议案 724,373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议案1为需要特别决议通过的议案，该议案获得出席会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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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国枫（深圳）律师事务所

律师：殷长龙、李威

2、律师鉴证结论意见：

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以及表决程序等

事宜，符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

的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目录

1、股东大会决议；

2、法律意见书。

广东超讯通信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5月24日

新华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旗下部分基金增加北京虹点基金销售有限公司为销售机构

并参加申购费率优惠活动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18年5月25日

根据新华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与北京虹点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虹点基金” ）签署的销售协议,自2018年5月26日起，本公司将增加虹点基金为旗下

部分基金销售机构并开通相关业务。同时，为满足广大投资者的理财需求，经本公司与虹点基

金协商一致，自2018年5月26日起，本公司旗下部分基金参加虹点基金申购费率优惠活动。

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适用基金及业务范围

投资者可通过虹点基金办理列表中对应基金的相关业务，具体的业务流程、办理时间和办

理方式以虹点基金的规定为准。

编号 基金代码 基金全称

申购赎回

业务

定期定额投

资

转换业

务

是否参加费

率优惠

1 000584 新华鑫益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已开通 暂不开通 开通 参加

2 004576 新华恒益量化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已开通 暂不开通 开通 参加

3 005148 新华活期添利货币市场基金 E 已开通 暂不开通 开通 不参加

4 519087 新华优选分红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已开通 暂不开通 开通 参加

5 519089 新华优选成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已开通 暂不开通 开通 参加

6 519091 新华泛资源优势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已开通 暂不开通 开通 参加

7 519093 新华钻石品质企业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已开通 暂不开通 开通 参加

8 519095 新华行业周期轮换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已开通 暂不开通 开通 参加

9 519097 新华中小市值优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已开通 暂不开通 开通 参加

10 519099 新华灵活主题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已开通 暂不开通 开通 参加

11 519150 新华优选消费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已开通 暂不开通 开通 参加

12 519152 新华纯债添利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A 已开通 暂不开通 开通 参加

13 519153 新华纯债添利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C 已开通 暂不开通 开通 不参加

14 519156 新华行业轮换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A 已开通 暂不开通 开通 参加

15 519157 新华行业轮换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C 已开通 暂不开通 开通 不参加

16 519158 新华趋势领航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已开通 暂不开通 开通 参加

17 519160 新华安享惠金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A 已开通 不开通 开通 参加

18 519161 新华安享惠金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C 已开通 不开通 开通 不参加

19 519162 新华增怡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A 已开通 暂不开通 开通 参加

20 519163 新华增怡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C 已开通 不开通 开通 参加

21 519165 新华鑫利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已开通 暂不开通 开通 参加

22 519167 新华精选低波动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已开通 暂不开通 开通 参加

23 000434 新华壹诺宝货币市场证券投资基金 A 已开通 暂不开通 开通 不参加

24 000903 新华活期添利货币市场基金 A 已开通 暂不开通 开通 不参加

25 000973 新华增盈回报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已开通 暂不开通 开通 参加

26 001622 新华鑫锐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开通 暂不开通 开通 参加

27 001040 新华策略精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已开通 暂不开通 开通 参加

28 001294 新华战略新兴产业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已开通 暂不开通 开通 参加

29 001681 新华积极价值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已开通 暂不开通 开通 参加

30 001682 新华鑫回报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已开通 暂不开通 开通 参加

31 002083 新华鑫动力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A 已开通 暂不开通 开通 参加

32 002084 新华鑫动力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C 已开通 暂不开通 开通 不参加

33 002272 新华科技创新主题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已开通 暂不开通 开通 参加

34 002421 新华增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A 已开通 暂不开通 开通 参加

35 002422 新华增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C 已开通 暂不开通 开通 不参加

36 002715 新华健康生活主题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已开通 暂不开通 开通 参加

37 003221 新华丰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A 已开通 暂不开通 开通 参加

38 003222 新华丰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C 已开通 暂不开通 开通 不参加

39 003264 新华活期添利货币市场基金 B 已开通 不开通 开通 不参加

40 003267 新华壹诺宝货币市场证券投资基金 B 已开通 不开通 开通 不参加

特别提示：新华安享惠金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处于封闭运作期，暂不办理申购和

赎回等业务；相关业务的具体时间本公司将另行公告。

二、申购费率优惠活动

费率优惠活动自2018年5月26日起开展，暂不设截止日期，若有变动，以虹点基金公告为

准。

费率优惠活动期间，投资者通过虹点基金申购我司上述适用基金，费率折扣不设限制，具

体折扣费率以虹点基金相关公告为准；优惠前申购费率为固定费率的，则按原申购费率执行,�

不再享有费率折扣。

上述适用基金的原申购费率参见各基金的相关法律文件及本公司发布的最新相关公告。

三、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1、本公司所管理的尚未参加本优惠活动的开放式基金及今后发行的开放式基金是否参与

此项优惠活动将根据具体情况确定。本优惠活动的规则以虹点基金的规定为准。投资者欲了解

上述基金产品情况，请仔细阅读各基金的基金合同，更新的招募说明书等法律文件。本优惠活

动仅适用于处于正常申购期的基金产品的日常申购手续费， 不包括转换业务等其他业务的手

续费。

2、虹点基金暂不开通本公司旗下基金的定期定额投资业务，虹点基金今后如开通相关基

金的定期定额投资业务，本公司可不再另行公告，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虹点基金相关业务公告

或垂询虹点基金。

3、基金转换是指基金份额持有人按照《基金合同》和基金管理人届时有效公告规定的条

件，申请将其持有基金管理人管理的、某一基金的基金份额转换为同一基金管理人管理的、且

由同一注册登记机构注册的其他基金基金份额的行为。 基金转换业务规则与转换费用请仔细

阅读各基金的基金合同、更新的招募说明书等法律文件及相关公告。

四、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

（1）北京虹点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400-618-0707

网址：www.hongdianfund.com

（2）新华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400-819-8866

网址：www.ncfund.com.cn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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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充分重视投资者教育工作，以保障投资者利益为己任，特此提醒广

大投资者正确认识投资基金所存在的风险，慎重考虑、谨慎决策，选择与自身风险承受能力相

匹配的产品，做理性的基金投资者，享受长期投资理财的快乐！

特此公告

新华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5月25日

证券简称：兴发集团 证券代码：600141� � � �公告编号：临2018-052

湖北兴发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变更项目实施主体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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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变更项目的概述

2018年2月8日，湖北兴发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八届三十次董事会审

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控股子公司湖北兴瑞硅材料有限公司（原湖北兴瑞化工有限公司于2018年

5月更名为湖北兴瑞硅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兴瑞公司"）投资11,245.19万元新建副产氢气

综合利用项目（以下简称"本项目"）的议案。本项目投资公告已于2018年2月9日在上海证券交

易所网站披露（公告编号：临2018-011）。

本项目建成后，一是可以从根本上解决当前氢气放空燃烧所带来的视觉污染问题，树立兴

瑞公司所在的宜昌新材料产业园区安全、清洁生产标杆形象，确保园区可持续健康发展；二是

新增8万吨/年双氧水产品，有利于拓展公司现有产品种类，增加销售收入和利润。

二、变更项目实施主体的原因

为加快培育高附加值的电子化学品产业，丰富电子化学品种类，增强公司盈利能力与可持

续发展能力，公司计划将本项目生产的双氧水进一步加工成电子级双氧水。鉴于公司控股子公

司湖北兴福电子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兴福电子"）专门从事电子化学品的研发、生产及销

售，为更好地发挥兴福电子专业优势，经充分论证，公司决定将本项目的实施主体由兴瑞公司

变更为兴福电子，兴福电子承接本项目的后续建设及业务运营，对本项目建设成果负责。兴瑞

公司对本项目的前期投入由兴福电子按照市场化原则支付给兴瑞公司。

三、变更后的项目相关情况

（一）项目实施主体情况

1.公司名称：湖北兴福电子材料有限公司

2.注册资金：13,800.00万元

3.法定代表人：李少平

4.成立时间：2008年11月14日

5.注册地址：宜昌市猇亭区猇亭大道66-3号

6.经营范围：化工产品(电子级磷酸、食品添加剂磷酸、工业磷酸)、蚀刻液、剥膜液、显影液、

光阻稀释剂、清洗液、再生剂、研磨液、化肥添加剂、包装桶的生产、销售；电子化学品（电子级

盐酸、醋酸、硝酸、氨水、双氧水、异丙醇、四甲基氢氧化铵、二甲基亚砜、一乙醇胺、DMSO/MEA

溶剂、氢氟酸、丙二醇甲醚乙酸酯、硫酸、氢氧化钾、三氯氧磷、硅烷、液氨）批发。

（二）项目实施地址

兴福电子承接本项目后， 项目实施地址不变， 仍位于宜昌新材料产业园C� 区兴福电子

TMAH�项目旁。

（三）项目资金来源

兴福电子承接本项目后，项目投资预算不变，仍为11,245.19万元，由兴福电子通过自有资

金和自筹等方式解决。

（四）项目建设周期及经济效益预算

本项目实施主体的变更不影响原定的项目建设周期及对经济效益的预算。

四、本次项目实施主体变更对公司的影响

本项目实施主体的变更，未改变资金的投资方向以及项目建设内容，不会对项目的实施、

投资收益造成实质性影响。变更本项目实施主体有利于整合公司内部优势资源，发挥各子公司

专业优势，加快培育电子化学品产业，促进公司实现高质量发展。

五、其它

本项目实施主体变更已经获得宜昌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立项备案， 并获得宜昌市环境保

护局同意。

特此公告。

湖北兴发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8年5月24日

2018年 5 月 25 日 星期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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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定代表人： 刘汝军

联系人： 张同亮

电话： 0471－4913998

传真： 0471－4930707

客户服务电话： 0471-4961259

网址： http://www.cnht.com.cn/

(39)国盛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 江西省南昌市永叔路15号

办公地址： 江西省南昌市北京西路88�号江信国际金融大厦

法定代表人： 马跃进

联系人： 汪代强

电话： 0791－6285337

传真： 0791－6289395

客户服务电话： 4008222111

网址： http://www.gsstock.com/

(40)华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四川省成都市陕西街239号

办公地址： 四川省成都市陕西街239号

法定代表人： 杨炯阳

联系人： 张曼

电话： 010-68716150

传真： 028-86150040

客户服务电话： 4008888818

网址： http://www.hx168.com.cn

(41)申万宏源西部证券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新疆乌鲁木齐市高新区（新市区）北京南路358号大成国际大厦20楼

2005室

办公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19号

法定代表人： 李季

联系人： 唐岚

电话： 010－88085201

传真： 010－88085195

客户服务电话： 4008000562

网址： http://www.hysec.com

(42)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山东省济南市经十路20518号

办公地址： 山东省济南市经七路86号23层

法定代表人： 李玮

联系人： 吴阳

电话： 0531－81283938

传真： 0531-68889357

客户服务电话： 95538

网址： www.zts.com.cn

(43)世纪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 深圳市深南大道7088号招商银行大厦40－42楼

办公地址： 深圳市深南大道7088号招商银行大厦40－42楼

法定代表人： 姜昧军

联系人： 袁媛

电话： 0755－83199511

传真： 0755－83199545

客户服务电话： 0755-83199599/4008323000

网址： http://www.csco.com.cn/

(44)中航证券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南昌市抚河北路291号

办公地址： 南昌市抚河北路291号

法定代表人： 王宜四

联系人： 余雅娜

电话： 0791-6768763

传真： 0791-6789414

客户服务电话： 400-8866-567

网址： http://www.avicsec.com/

(45)华林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 深圳市福田区民田路178号华融大厦5、6楼

办公地址： 深圳市福田区民田路178号华融大厦5、6楼

法定代表人： 薛荣年

联系人： 耿贵波

电话： 0755－82707855

传真： 0755－23613751

客户服务电话： 全国统一客服热线4001883888� 全国统一电话委托号码

4008802888

网址： http://www.chinalions.com/

(46)德邦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上海市普陀区曹杨路510号南半幢9楼

办公地址： 上海市浦东新区福山路500号城建国际中心26楼

法定代表人： 方加春

联系人： 罗芳

电话： 021-68761616

传真： 021-68767981

客户服务电话： 4008888128

网址： http://www.tebon.com.cn

(47)华福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 福州市五四路157号新天地大厦7、8层

办公地址： 福州市五四路157号新天地大厦7至10层

法定代表人： 黄金琳

联系人： 张宗悦

电话： 0591－87383623

传真： 0591－87383610

客户服务电话： 96326（福建省外请加拨0591）

网址： http://www.hfzq.com.cn

(48)华龙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 甘肃省兰州市静宁路308号

办公地址： 甘肃省兰州市城关区东岗西路638号财富大厦

法定代表人： 李晓安

联系人： 李昕田

电话： 0931－8888088

传真： 0931－4890515

客户服务电话： 0931-4890619� 4890618� 4890100

网址： http://www.hlzqgs.com/

(49)华鑫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 深圳市福田区金田路4018号安联大厦28层A01、B01（b）单元

办公地址： 深圳市福田区金田路4018号安联大厦28层A01、B01（b）单元

法定代表人： 洪家新

联系人： 陈敏

电话： 021-64316642

传真： 021-64333051

客户服务电话： 95323,021-32109999,029-68918888

网址： http://www.cfsc.com.cn

(50)中国中投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 深圳市福田区益田路与福中路交界处荣超商务中心A栋第18层-21

层及第04层01、02、03、05、11、12、13、15、16、18、19、20、21、22、23单元

办公地址： 深圳市福田区益田路6003号荣超商务中心A栋第04、18层至21层

法定代表人： 龙增来

联系人： 刘毅

电话： 0755-82023442

传真： 0755-82026539

客户服务电话： 4006008008/95532

网址： http://www.china-invs.cn/

(51)江海证券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香坊区赣水路56号

办公地址： 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香坊区赣水路56号

法定代表人： 孙名扬

联系人： 张背北

电话： 0451-85863696

传真： 0451－82287211

客户服务电话： 4006662288

网址： http://www.jhzq.com.cn

(52)九州证券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青海省西宁市城中区西大街11号

办公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7号英蓝国际金融中心D座5层

法定代表人： 曲国辉

联系人： 刘中华

电话： 010-63889326

传真： -

客户服务电话： 4006543218

网址： http://www.tyzq.com.cn

(53)中国民族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 北京西城区金融大街5号新盛大厦A座

办公地址： 北京西城区金融大街5号新盛大厦A座613

法定代表人： 赵大建

联系人： 李微

电话： 010-59355941

传真： 010-66553791

客户服务电话： 400-889-5618

网址： http://www.e5618.com

(54)华宝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 上海市浦东新区世纪大道100号上海环球金融中心57楼

办公地址： 上海市浦东新区世纪大道100号上海环球金融中心57楼

法定代表人： 陈林

联系人： 刘闻川

电话： 021-68777222

传真： 021－68777822

客户服务电话： 4008209898;021-38929908

网址： http://www.cnhbstock.com

(55)爱建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 上海市南京西路758号23楼

办公地址： 上海市浦东新区世纪大道1600号32楼

法定代表人： 钱华

联系人： 戴莉丽

电话： 021－32229888

传真： 021-� 68728703

客户服务电话： 021-63340678

网址： http://www.ajzq.com

(56)大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辽宁省大连市中山区人民路24号

办公地址： 辽宁省大连市沙河口区会展路129号大连期货大厦39层

法定代表人： 于宏民

联系人： 谢立军

电话： 0411-39673202

传真： 0411-39673219

客户服务电话： 4008169169

网址： http://www.daton.com.cn

2、二级市场交易代理券商

包括具有经纪业务资格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会员资格的所有证券公司。

3、基金管理人可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变更、增减销售本基金的代理机构，并及时

公告。

二、登记机构

名称：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17号

办公地址：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17号

法定代表人：金颖

电 话：0755-25946013

传 真：0755-25987122

联系人：严峰

三、出具法律意见书的律师事务所

名称：上海市通力律师事务所

注册地址：上海市银城中路68号时代金融中心19楼

办公地址：上海市银城中路68号时代金融中心19楼

负责人：俞卫锋

电话： 021-� 31358666

传真： 021-� 31358600

联系人：安冬

经办律师：安冬、孙睿

四、审计基金财产的会计师事务所

名称：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住所：上海市浦东新区陆家嘴环路1318号星展银行大厦6楼

办公地址：上海市湖滨路202号普华永道中心11楼

执行事务合伙人：李丹

联系电话：（021）23238888

传真：（021）23238800

联系人：林佳璐

经办注册会计师：张振波、林佳璐

第四部分 基金的名称

上证自然资源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第五部分 基金的类型

交易型开放式

第六部分 基金的投资目标

紧密跟踪标的指数，追求跟踪偏离度和跟踪误差的最小化。

第七部分、投资方向

本基金主要投资于标的指数成份股和备选成份股。

为更好地实现基金的投资目标， 本基金可能会少量投资于国内依法发行上市的

非成份股（包括中小板、创业板及其他经中国证监会核准上市的股票）、新股、债券、

货币市场工具、权证、股指期货、资产支持证券以及法律法规或中国证监会允许基金

投资的其他金融工具（但须符合中国证监会的相关规定）。如法律法规或监管机构以

后允许基金投资的其他品种， 基金管理人在履行适当程序后， 可以将其纳入投资范

围。

在建仓完成后， 本基金投资于标的指数成份股和备选成份股的资产比例不低于

基金资产净值的90%，权证、股指期货及其他金融工具的投资比例依照法律法规或监

管机构的规定执行。

第八部分、投资策略

本基金为完全被动式指数基金，采用完全复制法，即按照成份股在标的指数中的

基准权重来构建指数化投资组合， 并根据标的指数成份股及其权重的变化进行相应

调整。但因特殊情况（比如流动性不足等）导致本基金无法有效复制和跟踪标的指数

时，基金管理人可使用其他合理方法进行适当的替代。

在正常市场情况下， 本基金的风险控制目标是追求日均跟踪偏离度的绝对值不

超过0.2%，年化跟踪误差不超过2%。如因标的指数编制规则调整等其他原因，导致基

金跟踪偏离度和跟踪误差超过了上述范围，基金管理人应采取合理措施，避免跟踪偏

离度和跟踪误差的进一步扩大。

本基金可投资股指期货和其他经中国证监会允许的衍生金融产品， 如权证以及

其他与标的指数或标的指数成份股、备选成份股相关的衍生工具，包括融资融券等。

本基金投资股指期货将根据风险管理的原则， 以套期保值为目的， 力争提高投资效

率、降低交易成本、缩小跟踪误差，而非用于投机或用作杠杆工具放大基金的投资。

基金管理人将建立股指期货交易决策部门或小组， 授权特定的管理人员负责股

指期货的投资审批事项， 同时针对股指期货交易制定投资决策流程和风险控制等制

度并报董事会批准。

第九部分、基金的业绩比较基准

本基金的业绩比较基准为标的指数收益率，即上证自然资源指数收益率。该指数

属于价格指数。

如果中证指数有限公司变更或停止上证自然资源指数的编制及发布， 或者上证

自然资源指数被其他指数所替代， 或者由于指数编制方法等重大变更导致上证自然

资源指数不宜继续作为本基金的标的指数，或者证券市场有其他代表性更强、更适合

于本基金投资的指数推出，基金管理人依据维护投资人合法权益的原则，经与托管人

协商一致， 在履行适当程序后有权变更本基金的标的指数并相应地变更业绩比较基

准，而无须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

第十部分、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

本基金属于股票型基金，其预期收益及风险水平高于混合型基金、债券型基金与

货币市场基金，属于高风险、高收益的开放式基金。

本基金为被动式投资的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主要采用完全复制策

略，跟踪上证自然资源指数，其风险收益特征与标的指数所表征的市场组合的风险收

益特征相似。

第十一部分、基金的投资组合报告

基金管理人的董事会及董事保证本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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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金托管人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根据本基金合同规定复核了本报告中的

财务指标、净值表现和投资组合报告等内容，保证复核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本投资组合报告所载数据截至2018年3月31日， 本报告中所列财务数据未经审

计。

1�报告期末基金资产组合情况

序号 项目 金额(元) 占基金总资产的比例(%)

1 权益投资 90,731,856.65 98.16

其中：股票 90,731,856.65 98.16

2 固定收益投资 - -

其中：债券 - -

资产支持证券 - -

3 贵金属投资 - -

4 金融衍生品投资 - -

5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 -

其中：买断式回购的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 -

6 银行存款和结算备付金合计 1,701,559.79 1.84

7 其他各项资产 3,740.25 0.00

8 合计 92,437,156.69 100.00

2�报告期末按行业分类的股票投资组合

2.1�报告期末按行业分类的境内股票投资组合

代码 行业类别 公允价值（元）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

A 农、林、牧、渔业 1,067,411.66 1.16

B 采矿业 54,143,407.23 58.81

C 制造业 34,622,087.76 37.61

D 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 - -

E 建筑业 - -

F 批发和零售业 - -

G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 -

H 住宿和餐饮业 - -

I 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 -

J 金融业 - -

K 房地产业 - -

L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 -

M 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 - -

N 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 - -

O 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 - -

P 教育 - -

Q 卫生和社会工作 - -

R 文化、体育和娱乐业 - -

S 综合 898,950.00 0.98

合计 90,731,856.65 98.55

3�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十名股票投资明细

序号 股票代码 股票名称 数量(股) 公允价值(元)

占基金资产净值

比例(％)

1 601899 紫金矿业 1,156,247 5,029,674.45 5.46

2 600028 中国石化 752,591 4,876,789.68 5.30

3 603799 华友钴业 40,600 4,812,724.00 5.23

4 601857 中国石油 557,670 4,260,598.80 4.63

5 601088 中国神华 199,772 4,165,246.20 4.52

6 601225 陕西煤业 539,700 4,161,087.00 4.52

7 600516 方大炭素 145,379 3,852,543.50 4.18

8 600111 北方稀土 295,475 3,844,129.75 4.18

9 603993 洛阳钼业 359,211 3,046,109.28 3.31

10 600547 山东黄金 100,664 2,923,282.56 3.18

4�报告期末按债券品种分类的债券投资组合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债券。

5�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五名债券投资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债券。

6�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十名资产支持证券投

资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资产支持证券。

7�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五名贵金属投资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贵金属。

8�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五名权证投资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权证。

9�报告期末本基金投资的股指期货交易情况说明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股指期货。

10�报告期末本基金投资的国债期货交易情况说明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国债期货。

11�投资组合报告附注

11.1�报告期内基金投资的前十名证券的发行主体没有被监管部门立案调查，或

在报告编制日前一年内受到公开谴责、处罚。

11.2�基金投资的前十名股票中， 没有投资超出基金合同规定备选股票库之外的

股票。

11.3�其他资产构成

序号 名称 金额(元)

1 存出保证金 3,316.19

2 应收证券清算款 -

3 应收股利 -

4 应收利息 424.06

5 应收申购款 -

6 其他应收款 -

7 待摊费用 -

8 其他 -

9 合计 3,740.25

11.4�报告期末持有的处于转股期的可转换债券明细

本基金报告期末未持有处于转股期的可转换债券。

11.5报告期末前十名股票中存在流通受限情况的说明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前十名股票中不存在流通受限情况。

11.6投资组合报告附注的其他文字描述部分

由于四舍五入的原因，分项之和与合计项之间可能存在尾差。

第十二部分 基金的业绩

基金管理人依照恪尽职守、诚实信用、谨慎勤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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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的过往业绩并不代表其未来表现。投

资有风险，投资者在做出投资决策前应仔细阅读本基金的招募说明书。

自基金合同生效开始基金份额净值增长率及其与同期业绩比较基准收益率的比

较：

期 间

净值增长

率①

净值增

长率标

准差②

业绩比较

基准收益

率③

业绩比较

基准收益

率标准差

④

①－③ ②－④

2012/4/10-2012/12/31 -10.80% 1.44% -6.79% 1.50% -4.01% -0.06%

2013/1/1-2013/12/31 -33.81% 1.49% -34.27% 1.50% 0.46% -0.01%

2014/1/1-2014/12/31 30.81% 1.35% 30.19% 1.35% 0.62% 0.00%

2015/1/1-2015/12/31 -8.75% 2.94% -8.94% 2.96% 0.19% -0.02%

2016/1/1-2016/12/31 -4.58% 1.82% -3.46% 1.84% -1.12% -0.02%

2017/1/1-2017/12/31 21.00% 1.11% 17.19% 1.14% 3.81% -0.03%

2018/1/1-2018/3/31 -5.90% 1.59% -5.32% 1.71% -0.58% -0.12%

2012/4/10-2018/3/31 -23.44% 1.80% -22.20% 1.82% -1.24% -0.02%

第十三部分 基金费用概览

一、与基金运作有关的费用

（一）基金费用的种类

1、基金管理人的管理费；

2、基金托管人的托管费；

3、基金上市费及年费；

4、基金的指数使用费；

5、基金收益分配发生的费用；

6、基金财产拨划支付的银行费用；

7、基金合同生效后的基金信息披露费用；

8、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费用；

9、基金合同生效后与基金有关的会计师费和律师费；

10、基金的证券交易费用；

11、证券账户开户费用、银行账户维护费用；

12、依法可以在基金财产中列支的其他费用。

（二）、基金费用计提方法、计提标准和支付方式

1、基金管理人的管理费

在通常情况下，基金管理费按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的0.50%年费率计提。计算方

法如下：

H＝E×年管理费率÷当年天数

H为每日应计提的基金管理费

E为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

基金管理费每日计提，按月支付。由基金管理人向基金托管人发送基金管理费划

付指令，经基金托管人复核后于次月首日起5个工作日内从基金财产中一次性支付给

基金管理人，若遇法定节假日、休息日，支付日期顺延。

2、基金托管人的托管费

在通常情况下，基金托管费按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的0.10%年费率计提。计算方

法如下：

H＝E×年托管费率÷当年天数

H为每日应计提的基金托管费

E为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

基金托管费每日计提，按月支付。由基金管理人向基金托管人发送基金托管费划

付指令，经基金托管人复核后于次月首日起5个工作日内从基金财产中一次性支付给

基金托管人，若遇法定节假日、休息日，支付日期顺延。

3、基金合同生效后的指数许可使用费

本基金作为指数基金， 需根据与中证指数有限公司签署的指数使用许可协议的

约定向中证指数有限公司支付指数使用费。在通常情况下，指数许可使用费按前一日

的基金资产净值的0.03%的年费率计提。指数许可使用费每日计算，逐日累计。

计算方法如下：

H＝E×0.03%/当年天数

H为每日应付的指数许可使用费，E为前一日的基金资产净值

自基金合同生效之日起，基金标的指数许可使用费按季支付。根据基金管理人与

中证指数有限公司签署的指数使用许可协议的规定， 指数许可使用费的收取下限为

每季人民币50,000元（即不足50,000元部分按照50,000元收取）但基金合同生效当季，

指数许可使用费不设下限，按实际计提的金额支付。

如果指数许可使用费的计算方法、费率等发生调整，本基金将采用调整后的方法

或费率计算指数使用费。基金管理人应及时通知基金托管人，并按照《信息披露管理

办法》的规定在指定媒体进行公告。

4、除管理费、托管费及指数许可使用费之外的基金费用，由基金托管人根据其他

有关法规及相应协议的规定，按费用支出金额支付，列入或摊入当期基金费用。

二、与基金销售有关的费用

1、申购对价是指投资人申购基金份额时应交付的组合证券、现金替代、现金差额

及其他对价。赎回对价是指投资人赎回基金份额时，基金管理人应交付给赎回人的组

合证券、现金替代、现金差额及其他对价。

2、申购对价、赎回对价根据申购、赎回清单和投资人申购、赎回的基金份额数额

确定。

申购、赎回清单由基金管理人编制。T日的申购、赎回清单在当日上海证券交易所

开市前公告。如遇特殊情况，可以适当延迟计算或公告，并报中国证监会备案。申购、

赎回清单的内容与格式见本基金招募说明书。

3、投资人在申购或赎回基金份额时，申购赎回代理券商可按照不超过0.5%的标

准收取佣金，其中包含证券交易所、登记结算机构等收取的相关费用。

4、T日的基金份额净值在当天收市后计算，并在T+1日公告，计算公式为计算日

基金资产净值除以计算日发售在外的基金份额总数。

三、不列入基金费用的项目

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因未履行或未完全履行义务导致的费用支出或基金财

产的损失，以及处理与基金运作无关的事项发生的费用等不列入基金费用。基金合同

生效前所发生的信息披露费、律师费和会计师费以及其他费用不从基金财产中支付。

四、 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可根据基金发展情况调整基金管理费率和基金托

管费率。基金管理人必须最迟于新的费率实施日前按照《信息披露办法》的规定在指

定媒体上刊登公告。

第十四部分 对招募说明书更新部分的说明

本招募说明书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

金运作管理办法》、《证券投资基金销售管理办法》、《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

法》及其它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对本基金管理人于2017年11月24日刊登的本基金

原招募说明书（《博时上证自然资源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更新招募说明

书》）进行了更新,并根据本基金管理人对本基金实施的投资经营活动进行了内容补

充和更新,主要补充和更新的内容如下：

1、 在“重要提示” 中，增加了对风险提示的内容；

2、 在“一、绪言” 中，增加了“《公开募集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流动性风险管理

规定》（以下简称“《流动性风险管理规定》” 的内容；

3、 在“二、释义” 中，增加了“《流动性风险管理规定》” 和“流动性受限资产”

的内容；

4、在“三、基金管理人” 中，对基金管理人的基本情况进行了更新；

5、在“四、基金托管人” 中，对基金托管人的情况进行了更新；

6、在“五、相关服务机构”中，对申购赎回代理券商、审计基金财产的会计师事务

所进行了更新；

7、在“九、基金份额的申购与赎回” 中，更新了 “（五）申购与赎回的数额限

制” 、 “（八）拒绝或暂停申购的情形” 、“（九）暂停赎回或延缓支付赎回款项的情

形”的内容；

8、在“十、基金的投资” 中，更新了“（八）投资限制与禁止行为” 、 “（十）基金

投资组合报告”的内容，数据内容截止时间为2018年3月31日；

9、在“十一、基金的业绩” 中，更新了基金业绩的内容，数据内容截止时间为2018

年3月31日；

10、在“十三、基金资产的估值”中，更新了 “（六）暂停估值的情形”的内容；

11、在“十七、基金的信息披露” 中，更新了“（九）基金年度报告、基金半年度报

告、基金季度报告” 、“（十）临时报告与公告”的内容；

12、在“十八、风险揭示” 中，增加了 “（四）流动性风险”的内容；

13、在“二十一、基金托管协议的内容摘要” 中，更新了 “（二）基金托管人对基

金管理人的业务监督和核查”的内容；

14、在“二十三、其它应披露的事项” 中根据最新情况对相关应披露事项进行了

更新：

(一)、2018年03月31日，我公司分别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上公告

了《上证自然资源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2017年年度报告（摘要）》；

(二)、2018年03月30日，我公司分别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上公告

了《20180330关于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旗下部分基金参加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手机银行申购及定投业务费率优惠活动的公告》；

(三)、2018年03月27日，我公司分别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上公告

了《上证自然资源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托管协议》、《上证自然资源交易

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

(四)、2018年03月24日，我公司分别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上公告

了《流动性风险管理规定：上证自然资源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和

托管协议修改前后文对照表》、《关于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根据《公开募集开放式

证券投资基金流动性风险管理规定》变更旗下部分基金法律文件的公告》；

(五)、2018年03月21日，我公司分别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上公告

了《关于博时旗下部分开放式基金增加上海基煜基金销售有限公司为代销机构并参

加其费率优惠活动的公告》；

(六)、2018年03月20日，我公司分别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上公告

了《关于博时旗下部分开放式基金增加上海挖财金融信息服务有限公司为代销机构

并参加其费率优惠活动的公告》；

(七)、2018年01月29日，我公司分别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上公告

了《关于博时旗下部分开放式基金增加成都华羿恒信财富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为代销

机构并参加其费率优惠活动的公告》；

(八)、2018年01月20日，我公司分别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上公告

了《上证自然资源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2017年第4季度报告》；

(九)、2017年12月29日，我公司分别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上公告

了《20171229关于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旗下部分基金参加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手机银行申购及定投业务费率优惠活动的公告》、《20171229关于博时旗下部分基金

参加工行定投费率优惠活动的公告》；

(十)、2017年12月25日，我公司分别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上公告

了《关于博时旗下部分开放式基金增加大河财富基金销售有限公司为代销机构并参

加其费率优惠活动的公告》；

(十一)、2017年12月06日，我公司分别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上公

告了《关于博时旗下部分开放式基金增加龙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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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二)、2017年11月24日，我公司分别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上公

告了《博时上证自然资源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更新招募说明书2017年第2

号（摘要）》、《关于博时旗下部分开放式基金增加通华财富（上海）基金销售有限公

司为代销机构并参加其费率优惠活动的公告》；

(十三)、2017年10月27日，我公司分别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上公

告了《上证自然资源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2017年第3季度报告》；

(十四)、2017年10月13日，我公司分别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上公

告了《关于博时旗下部分开放式基金增加广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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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8年5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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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控股子公司药品临床试验进展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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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概况

近日，上海复星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控股子公司上海复宏汉

霖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复宏汉霖"）研制的利妥昔单抗注射液（生物类似药，

原名为重组人鼠嵌合抗CD20单克隆抗体注射液；以下简称"该新药"）用于治疗非霍奇金淋

巴瘤适应症完成临床III期试验。

二、该新药的基本情况

药物名称：利妥昔单抗注射液

剂型：注射剂

规格：100mg/10mL/瓶

注册分类：治疗用生物制品2类

三、该新药的研究情况

该新药为本集团（即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单位，下同）自主研发的大分子生物类似药，

主要适用于非霍奇金淋巴瘤、类风湿性关节炎的治疗。

2014年3月， 该新药用于治疗非霍奇金淋巴瘤适应症获得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

（以下简称"国家食药监总局"）临床试验批准。

2017年10月，该新药用于治疗非霍奇金淋巴瘤适应症获国家食药监总局药品注册审评受

理。2018年1月， 国家食药监总局药品审评中心发布"拟纳入优先审评程序药品注册申请的公

示（第二十六批）"，该新药纳入优先审评程序药品注册申请名单。

该新药临床III期试验（以下简称"该试验"）是在初治CD20阳性弥漫型大B非霍奇金淋巴

瘤（DLBCL）的患者中开展的一项随机、双盲、平行对照的多中心（33家）临床研究。该试验

主要用于比较该新药与中国境内（不包括港澳台地区，下同）已上市的原研药（即上海罗氏

制药有限公司的美罗华?）联合CHOP化疗方案的疗效、安全性、免疫原性、药代动力学，是证

明该新药和原研药（美罗华?）生物相似性最重要的试验之一。

该试验临床疗效主要终点为最佳总缓解率。 该试验结果显示， 该新药与原研药 （美罗

华?）在治疗CD20阳性弥漫型大B非霍奇金淋巴瘤（DLBCL）初治患者的临床试验主要终点、

次要终点（安全性、免疫原性、药代动力学）均达到预设标准。

截至本公告日，于中国境内上市的利妥昔单抗注射液仅为美罗华?。根据IQVIA� CHPA最

新数据（由IQVIA� Health提供，IQVIA� Health是全球领先的医药健康产业专业信息和战略咨

询服务提供商），2017年度，利妥昔单抗注射液于中国境内销售额约为人民币17.4亿元。

截至2018年4月，本集团现阶段针对该新药（包括非霍奇金淋巴瘤适应症及类风湿性关

节炎适应症）已投入研发费用人民币约33,000万元（未经审计）。

四、风险提示

该新药在进行商业化生产前，尚需获得新药证书批准文号并通过GMP认证。

由于医药产品的行业特点， 各类产品/药品的投产及未来投产后的具体销售情况可能受

到市场环境变化等因素影响，具有较大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上海复星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零一八年五月二十四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