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增加众禄基金等为

嘉实资源精选股票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代销机构的公告

根据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与深圳众禄基金销售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天天基金销售有限

公司、上海长量基金销售投资顾问有限公司、南京苏宁基金销售有限公司、众升财富(北京)基金

销售有限公司、北京植信基金销售有限公司、上海联泰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上海汇付基金销售

有限公司、上海基煜基金销售有限公司、上海中正达广基金销售有限公司、珠海盈米财富管理

有限公司、中民财富基金销售(上海)有限公司签署的开放式基金代销协议，上述代销机构自

2018年9月21日起对所有投资者办理嘉实资源精选股票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的开户、认购等

业务。

投资者可以通过以下途径咨询、了解有关详情：

1.深圳众禄基金销售股份有限公司

办公地址 深圳市罗湖区笋岗街道梨园路物资控股置地大厦8楼801

注册地址 深圳市罗湖区笋岗街道梨园路物资控股置地大厦8楼801

法定代表人 薛峰 联系人 童彩平

电话 0755-33227950 传真 0755-33227951

网址 http://www.jjmmw.com;https://www.zlfund.cn 客服电话 4006-788-887

2.上海天天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办公地址 上海市徐汇区宛平南路88号金座

注册地址 上海市徐汇区龙田路190号2号楼二层

法定代表人 其实 联系人 潘世友

电话 021-54509977 传真 021-64385308

网址 http://www.1234567.com.cn 客服电话 95021

3.上海长量基金销售投资顾问有限公司

办公地址 上海市浦东新区东方路1267号陆家嘴金融服务广场二期11层

注册地址 浦东新区高翔路526号2幢220室

法定代表人 张跃伟 联系人 单丙烨

电话 021-20691869 传真 021-20691861

网址 http://www.erichfund.com 客服电话 400-089-1289

4.南京苏宁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办公地址 南京市玄武区苏宁大道1-5号

注册地址 南京市玄武区苏宁大道1-5号

法定代表人 刘汉青 联系人 喻明明

电话 025-66996699-884131 传真 025-66008800-884131

网址 http://www.snjijin.com/ 客服电话 95177

5.众升财富(北京)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办公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北四环中路27号院5号楼3201内3201单元

注册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北四环中路27号院5号楼3201内3201单元

法定代表人 李招弟 联系人 高晓芳

电话 010-59393923 传真 010-59393074

网址 http://www.wy-fund.com 客服电话 400-876-9988

6.北京植信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办公地址 北京市密云县兴盛南路8号院2号楼106室-67

注册地址 北京市密云区兴盛南路8号院2号楼106室-67

法定代表人 于龙 联系人 吴鹏

电话 010-56075718 传真 010-67767615

网址 http://www.zhixin-inv.com 客服电话 400-680-2123

7.上海联泰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办公地址 上海市长宁区福泉北路518号8号楼3楼

注册地址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富特北路277号3层310室

法定代表人 燕斌 联系人 兰敏

电话 021-52822063 传真 021-52975270

网址 http://www.66zichan.com 客服电话 400-166-6788

8.上海汇付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办公地址 上海市中山南路100号金外滩国际广场19楼

注册地址 上海市黄浦区中山南路100号19层

法定代表人 金佶 联系人 陈云卉

电话 021-33323998 传真 021-33323837

客服电话 400-820-2819

9.上海基煜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办公地址 上海昆明路518号北美广场A1002

注册地址 上海市崇明县长兴镇潘园公路1800号2号楼6153室（上海泰和经济发展区）

法定代表人 王翔 联系人 蓝杰

电话 021-65370077 传真 021-55085991

网址 http://www.jiyufund.com.cn 客服电话 4008-205-369

10.上海中正达广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办公地址 上海市徐汇区龙腾大道2815号302室

注册地址 上海市徐汇区龙腾大道2815号302室

法定代表人 黄欣 联系人 戴珉微

电话 021-33768132 传真 021-33768132*802

网址 http://www.zzwealth.cn 客服电话 400-6767-523

11.珠海盈米财富管理有限公司

办公地址 珠海市横琴新区宝华路6号105室-3491

注册地址 珠海市横琴新区宝华路6号105室-3491

法定代表人 肖雯 联系人 黄敏嫦

电话 020-89629019 传真 020-89629011

网址 http://www.yingmi.cn 客服电话 020-89629066

12.中民财富基金销售(上海)有限公司

办公地址 上海市黄浦区老太平弄88号A、B单元

注册地址 上海市黄浦区中山南路100号7层05单元

法定代表人 弭洪军 联系人 茅旦青

电话 021-33355392 传真 021-63353736

网址 http://www.cmiwm.com/ 客服电话 400-876-5716

13.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400-600-8800

网址：www.jsfund.cn

欢迎广大投资者垂询、惠顾办理本基金的开户、认购等相关业务。

特此公告。

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8年9月21日

关于增加大连网金基金销售有限公司为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的销售机构并参与其费率优惠活动的公告

根据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与大连网金基金销售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网金基金” ）签署的销售协议，自2018年9月21日起，将增加网金基金办理本公司公

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基金” ）的销售业务。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适用基金及业务范围

自2018年9月21日起，投资者可以通过网金基金办理本公司旗下基金的开户、认购、申购、

赎回等业务。

经本公司与网金基金协商一致，自2018年9月21日起，投资者通过网金基金认购、申购本

公司旗下基金,认购、申购费率不设折扣限制，认购、申购具体折扣费率以网金基金官网公示

为准；原费率为固定费用的不享有费率折扣。基金原费率请详见基金合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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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本公司新增通过网金

基金代销的基金产品，则自该基金产品开放认购、申购当日起，将同时开通该基金上述费率

优惠。

开通销售业务及参与费率优惠活动的基金列表：

序号 基金名称 基金代码

是否参与费率优

惠

是否开通定期定额

申购

1 东兴改革精选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01708 参与 开通

2 东兴蓝海财富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02182 参与 开通

3 东兴众智优选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02465 参与 开通

4 东兴量化多策略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03208 参与 开通

5 东兴安盈宝货币市场基金A 002759 参与 开通

6 东兴安盈宝货币市场基金B 002760 参与 开通

7 东兴兴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003545 参与 不开通

8 东兴量化优享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04696 参与 开通

二、重要提示

1、费率优惠解释权归网金基金所有，费率优惠期间，业务办理的流程以其规定为准。有关

费率优惠的具体规定如有变化，敬请投资者留意网金基金的有关规定。

2、投资者欲了解基金产品的详细情况，请仔细阅读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法律

文件。

三、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

1、大连网金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公司网站：http://www.yibaijin.com/

●客服热线：4000-899-100

2、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网站：http://www.fund.dxzq.net/

●客服热线：95309

风险提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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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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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者投资于上述基金前应认真阅读基金的基金合同和招募说明书。

特此公告。

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9月21日

证券代码：601118� � � �证券简称：海南橡胶 公告编号：2018-080

海南天然橡胶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重大资产重组继续停牌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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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南天然橡胶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因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经

向上海证券交易所申请，公司股票于2018年5月24日开市起停牌，并于5月25日披露了《关于

重大资产重组停牌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035)。5月31日、6月7日、6月14日， 公司披露了

《关于重大资产重组停牌进展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036、2018-041、2018-042）。

2018年6月22日，公司披露了《关于重大资产重组进展暨继续停牌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8-043），经向上海证券交易所申请，公司股票自2018年6月23日起继续停牌预计不超过1

个月。6月30日、7月7日、7月14日，公司披露了《关于重大资产重组停牌进展的公告》（公告编

号：2018-044、2018-049、2018-050）。

2018年7月20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海南橡胶关于重大资

产重组继续停牌的议案》， 经向上海证券交易所申请， 公司股票自2018年7月23日起继续停

牌，停牌时间不超过1个月，并于7月21日披露了《关于重大资产重组继续停牌暨进展公告》

（公告编号：2018-051）。7月28日、8月4日、8月11日、8月18日，公司披露了《关于重大资产重

组停牌进展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053、2018-054、2018-057、2018-061）。

2018年8月5日和8月21日， 公司分别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和2018年第二次临

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海南橡胶关于重大资产重组继续停牌的议案》，经向上海证券交

易所申请，公司股票自2018年8月22日起继续停牌不超过2个月，并于8月22日披露了《关于重

大资产重组继续停牌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065）。8月29日、9月5日、9月12日、9月19日，

公司披露了 《关于重大资产重组停牌进展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066、2018-071、

2018-077、2018-078）。

截至目前，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相关情况如下：

一、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方案概况

（一）标的资产情况

本次重组的标的资产为R1International� Pte� Ltd.（以下简称“R1� 国际” ）不少于60%的

股权。R1国际是一家主要从事橡胶全球流通服务以及天然橡胶加工业务的新加坡企业，

Hainan� State� Farms� Investment� Limited（以下简称“农垦投资” ，是公司控股股东的全资子公

司）持有其60%股权，R1国际管理层股东持有其部分少数股权。

（二）重组框架协议情况

2018年8月21日， 公司的控股子公司海胶国际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海胶国

际” ）与主要交易对手方农垦投资签署了《重组框架协议》，就公司通过海胶国际向农垦投资

购买R1国际股权事项达成初步意向。重组框架协议主要内容如下：

1、本次交易的意向方案

海胶国际向农垦投资、R1国际主要管理层股东收购其所持有的R1国际股权；其中，海胶

国际向农垦投资收购其合法持有的R1国际60%股权（以下简称“股权转让” ），股权转让拟通

过现金支付方式进行。

各方同意， 交易对价以具有证券期货业务资格的独立第三方资产评估公司出具并经有

权国有资产监督管理部门核准或备案的资产评估报告的评估值为依据进行确定。

本次交易方案尚未最终确定， 重组框架协议有关交易意向方案的条款对各方均为非约

束性条款。各方将对股权转让范围、交易作价、支付安排等事项沟通、论证、协商，并在正式签

署的交易协议中进行约定。

2、本次交易的前提条件

本次交易的前提是交易各方已依据相关法律法规，按照国资委、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

交易所等国资监管和证券监管机构的相关要求， 遵循上市公司的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履行

相应的审批、登记、备案、信息披露等法律程序，取得交易各方各自相应的授权和批准，并签

订正式的交易协议。

（三）交易方式及其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重组拟通过海胶国际以现金购买方式进行。本次重组构成关联交易，不会导致公司

控制权发生变更，不构成重组上市。拟通过本次收购，解决公司与控股股东之间的同业竞争

问题，并进一步发挥协同效应，实现产业链整合。

（四）停牌期间工作进展情况

停牌期间，公司根据规定聘请了独立财务顾问、法律顾问、审计机构和评估机构，并开展

了法律、审计、评估等各项工作。公司就本次重组方案已与相关有权部门进行了初步汇报与

沟通，截止目前，尚未取得有权部门的正式审批意见。公司与相关中介机构积极推进重大资

产重组工作，争取早日复牌、尽快完成本次重组工作。

（五）相关前置审批情况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需经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涉及海外投

资事项，将涉及相关政府部门的审批/备案程序。

二、继续停牌的原因

自2018年5月24日停牌后，公司、交易对方及各中介机构积极紧张推进本次重大资产重组

相关工作。

由于本次重组需取得海南省国有资产监督管理部门等有权部门关于重组事项的审批意

见，公司已与有权部门关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相关情况进行多次汇报与沟通，截至目前公

司尚未取得有权部门的正式审批意见。此外，本次交易方案涉及境内外多方，需要沟通论证

和协商的时间较长。鉴于上述原因，为保证披露的交易方案及相关信息披露文件的真实、完

整、准确，防止公司股价异常波动，维护广大投资者利益，根据有关规定，公司无法在停牌期

满4个月内复牌，因此向上海证券交易所申请继续停牌。

三、独立财务顾问意见

经核查，独立财务顾问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认为：

1、截止本核查意见出具之日，上市公司在停牌期间的重组进展信息披露真实。

2、截止本核查意见出具之日，上市公司及各方正积极推进本次重组，为避免公司股价异

常波动，维护投资者利益，上市公司继续停牌具有一定合理性。

3、上市公司正在积极推进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相关工作，且停牌期间已按照中国证券监

督管理委员会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履行相应的信息披露义务； 预计上市公司在规

定时间内召开董事会审议本次重大资产重组预案（报告书）不存在重大障碍；独立财务顾问

将督促上市公司继续履行相关信息披露义务，在预计时间内尽快复牌。

关于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的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发布的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关于海南天然橡胶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停牌期间重组进展信息披露的

真实性、继续停牌的合理性及五个月内复牌的可行性的核查意见》。

四、后续工作安排及预计复牌时间

为确保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工作申报、披露的资料真实、准确、完整，保障本次重大资产重

组工作的顺利进行，避免上市公司股价异常波动，保护广大投资者合法权益，公司将严格按

照相关规定，编制重大资产重组相关文件，及时履行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所需的内外部决策程

序及信息披露义务，同时与独立财务顾问一起积极加强与相关交易各方的沟通，确保本次重

大资产重组顺利实施。

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和公司2018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同意公

司向上海证券交易所申请，公司股票自2018年8月22日起继续停牌，停牌时间不超过2个月。公

司将继续加快推进各项工作尽快完成并召开董事会， 审议本次重大资产重组预案 （或报告

书），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履行问询程序后及时申请复牌。停牌期间，公司将根据重大资产重

组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每五个交易日发布一次重大资产重组进展公告。

公司郑重声明： 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

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为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的网站和报刊，有关信息以公司在上述

指定网站、报刊刊登的公告为准。

特此公告。

海南天然橡胶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8年9月21日

关于浦银安盛日日丰货币市场基金

暂停大额申购业务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18年9月21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浦银安盛日日丰货币市场基金

基金简称 浦银安盛日日丰

基金主代码 003534

基金管理人名称 浦银安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

法》（以下简称“《信息披露办法》” ）、《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

理办法》、《浦银安盛日日丰货币市场基金基金合同》（以下简称“《基

金合同》” ）、《浦银安盛日日丰货币市场基金招募说明书》（以下简称

“《招募说明书》” ）等有关规定

暂停相关业务的起始

日、金额及原因说明

暂停大额申购起始日 2018年9月25日

限制申购金额（单位：元） 5,000,000.00

暂停大额申购的原因说明 保护现有基金份额持有人的利益，加强基金投资运作的稳定性。

下属分级基金的基金简称 浦银安盛日日丰A 浦银安盛日日丰B 浦银安盛日日丰D

下属分级基金的交易代码 003534 003535 003536

该分级基金是否暂停大额申购 是 是 是

下属分级基金的限制申购金额（单位：元） 5,000,000.00 5,000,000.00 5,000,000.00

注：（1）本基金的所有销售机构自2018年9月25日起暂停接受单个基金账号对本基金日累

计金额超过500万元（不含500万元）的大额申购业务申请。如单个基金账号日累计申请金额超

过500万元，则500万元确认成功，超过500万元金额的部分将确认失败；如单日某基金账号多笔

累计申购本基金的金额超过500万元， 基金管理人将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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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累计超过限额的申请，本基金管理人有权予以拒绝。

（2）本次暂停大额申购不适用于通过普发活期宝申购日日丰D的投资者。

（3）在暂停本基金的大额申购业务期间，本基金的赎回等业务正常办理。

（4）关于恢复本基金大额申购业务的时间，本基金管理人将另行公告。

2�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1）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详情：

浦银安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中心电话：400-8828-999或021-3307-9999

网址：www.py-axa.com

客户端：“浦银安盛基金” APP；

公司微信公众号：浦银安盛基金（AXASPDB），浦银安盛微理财（AXASPDB-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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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但不保

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投资者购买货币市场基金并不等于将资金作为存款存放

在银行或存款类金融机构。 投资者投资于本基金前应认真阅读本基金的基金合同和招募说明

书。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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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浦银安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8年9月21日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代为履行基金经理职责情况的公告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旗下财通汇利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财

通财通宝货币市场基金、财通聚利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发行中）基金经理罗晓倩女士因

个人原因（休产假）暂离工作岗位，无法正常履行职务。经本公司研究决定，在此期间，财通聚

利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发行中）（基金代码：005853）相关职责由本公司基金经理林洪

钧先生代为履行；财通汇利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005854）、财通财通宝货币市

场基金（基金代码：002957（A类）、002958（B类））相关职责由本公司基金经理林洪钧先生代

为履行，基金经理张亦博先生自该日起不再代为履行以上基金的基金经理职责。

上述事项已根据有关法规向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海监管局备案。

特此公告。

附：林洪钧先生简历

林洪钧先生，复旦大学工商管理硕士、复旦大学力学与工程科学本科。历任国泰君安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机构客户部客户经理， 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债券交易员， 加拿大

Financial� Engineering� Source� Inc.金融研究员、交银施罗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固定收益部债券

研究员、专户投资部投资经理、固定收益部助理总经理/基金经理，光大保德信基金管理有限公

司固定收益部固定收益投资总监， 兴证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固定收益投资三部固收总监，

2018年8月加入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现任公司固定收益投资总监兼固定收益部总监。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一八年九月二十一日

证券代码：002312� � � �证券简称：三泰控股 公告编号：2018-111

成都三泰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设立成都三泰维度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的进展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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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成都三泰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8年9月10日召开第五届董事

会第四次会议，以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设立成都三泰维

度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的议案》，同意设立成都三泰维度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投资规模为人民

币10,000万元，其中公司和公司全资子公司维度金融外包服务(苏州)有限公司以自有资金分

别出资3,400万元和6,600万元， 分别持有成都三泰维度资产管理有限公司34%和66%的股权。

具体情况详见公司于2018年9月11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

日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关于拟设立成都三泰维度资产管理有

限公司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108）。

2018年9月20日，公司收到成都市工商行政管理局颁发的《营业执照》，具体信息如下：

一、营业执照信息

1、名称：成都三泰维度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10100MA6B232C8Q

3、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4、住所：中国（四川）自由贸易试验区成都市天府新区万安街道麓山大道二段18号附2号

4栋1层1号

5、法定代表人：刘静

6、注册资本：（人民币）壹亿元整

7、成立日期：2018年09月14日

8、营业期限：2018年09月14日 至 永久

9、经营范围：资产管理；股权投资；投资咨询。(不得从事非法集资、吸收公众资金等金融

活动）。企业重组、并购服务；财务顾问；技术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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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备查文件

1、成都三泰维度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营业执照。

特此公告。

成都三泰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八年九月二十日

证券代码：002166� � � �证券简称：莱茵生物 公告编号：2018-062

桂林莱茵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的一致行动人增持公司股份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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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日，桂林莱茵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董事会接到控股股东秦本军

先生的一致行动人蒋俊、蒋小三先生通知，双方于2017年1月18日至2018年2月7日期间，通过集

中竞价交易方式合计增持了21,706,685股公司股份，占公司总股数4.96%。蒋俊先生于2018年9

月19日以集中竞价交易的方式增持公司股份168,400股，成交均价7.49元/股，占公司总股数的

0.04%。本次增持后，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的合计持股比例达到公司总股本的25.00%。详细

情况如下：

一、本次权益变动情况

单位：股

股东名称

本次权益变动前

本次

增持股数

本次权益变动后

持有股数 持股比例 持有股数 持股比例

秦本军 76,840,512 17.57% - 76,840,512 17.57%

蒋安明 9,304,728 2.13% - 9,304,728 2.13%

蒋小三 1,300,000 0.30% 12,669,226 13,969,226 3.19%

蒋俊 0 0 9,205,859 9,205,859 2.11%

合计 87,445,240 20.00% 21,875,285 109,320,325 25.00%

本次权益变动的股东蒋俊、蒋小三先生与公司控股股东秦本军先生、公司股东蒋安明先生

系兄弟关系，属于一致行动人。本次权益变动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化，仍为

秦本军先生。具体情况请参阅同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详式权益变动

报告书》。

二、其他相关说明

1、本次增持遵守了相关法律、法规、规章、业务规则的规定；

2、本次增持不存在与此前已披露的意向、承诺或增持计划不一致的情况。

3、蒋俊先生承诺自2018年2月8日起至2019年2月7日内不减持原持有的9,037,459股公司股

票。

三、备查文件

《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特此公告。

桂林莱茵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八年九月二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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