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02656

摩登大道

B18

002751

易尚展示

B2

002770

科迪乳业

B17

002801

微光股份

B20

002821

凯莱英

B38

002822

中装建设

B46

002836

新宏泽

B30

002876

三利谱

B17

002935

天奥电子

B34

002935

天奥电子

B36

002937

兴瑞科技

A13,A14

002939

长城证券

A17,A18,A19,A20,A21,A22,A23,A24,

A25

300694

蠡湖股份

A12

300760

迈瑞医疗

A12

600182 S

佳通

B20

600219

南山铝业

A26

600226

瀚叶股份

B34

600256

广汇能源

A27

300525

博思软件

B32

创业板

600150 *ST

船舶

B32

沪市主板

长信基金

B49

创金合信

B27,B28

大成恒生

B29,B30

东方基金

B52

东方资管

B2

东吴基金

B30

方正富邦

B52

富安达

B51

富兰克林

A12

富兰克林

B2

工银瑞信目标收益

B31,B32

光大保德信岁末红利

B45

广发基金

B49

国金基金

B52

国联安

B41,B42

国投瑞银

B33,B34

恒生前海

B52

华富基金

B34

华润元大

B42

华商基金

A27

华泰柏瑞

B40

天弘基金

B44

天治基金

B49

万家基金

B44

西部利得

B4

鑫元基金

B40

信诚中小盘

B35,B36

信诚中证

500 B24

信达澳银

B30

兴业年年利

B48

易方达

B49

银华基金

B40

永赢消费主题

B9,B10,B11,B12

招商基金

A12

浙商基金

B2

中金基金

A27

中科沃土

B20

中民投租赁

B49

中欧基金

B47

中信建投

B42

中银活期宝

B19

中邮创业

B49

000035

中国天楹

B36

000333

美的集团

B16

000418

小天鹅

A B16

000711

京蓝科技

B13,B14,B15

000826

启迪桑德

B2

000900

现代投资

B51

000976

华铁股份

B16

002005

德豪润达

B32

002044

美年健康

B20

002051

中工国际

B3

002164

宁波东力

B17

002180

纳思达

B34

002253

川大智胜

B36

002382

蓝帆医疗

B2

002496

辉丰股份

B20

002505

大康农业

A27

002527

新时达

B19

002564

天沃科技

B16

002622

融钰集团

B42

002630

华西能源

B30

000019

深深宝

A B20

深市主板

002005

德豪润达

A28

深市中小板

600422

昆药集团

B20

600487

亨通光电

A27

600584

长电科技

B16

600642

申能股份

B38

600851

海欣股份

B38

600869

智慧能源

B1

600879

航天电子

B18

601168

西部矿业

A7

601577

长沙银行

A15,A16

603009

北特科技

B40

603139

康惠制药

B32

603232

格尔软件

B18

603369

今世缘

B17

603568

伟明环保

A26

603985

恒润股份

A26

博时策略

B21,B22,B23

长城基金

A26

长江资管

B19

长江资管

B19

长盛基金

B38

宝盈基金

B4

基金

华夏新活力

B37,B38

华夏新锦绣

B43,B44

华夏永福

B25,B26

汇丰晋信新动力

B39,B40

汇添富

B38

汇添富中国战略

B5,B6,B7,B8

嘉实基金

A28

建信基金

A12

金鹰基金

B20

景顺长城

B18

农银汇理

B1

诺安基金

B40

鹏华基金

B50

平安大华

B44

浦银安盛

B1

前海开源

A12

融通逆向策略

B50

上投摩根

B4

泰达宏利

B17

泰达宏利

B44

泰康资产管理

B51

关于农银汇理天天利货币市场基金

2018年十一假期暂停申购及

转换转入等业务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18年9月25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农银汇理天天利货币市场基金

基金简称 农银天天利货币

基金主代码 001991

基金管理人名称 农银汇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1、国务院办公厅《关于2018年部分节假日安排的通知》（国办发明电【2017】12号）

2、《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3、《农银汇理天天利货币市场基金基金合同》、《农银汇理天天利货币市场基金招募说明

书》

暂停相关业务的起始日、金额及原因说明

暂停申购起始日 2018年9月27日

暂停转换转入起始日 2018年9月27日

暂停定期定额投资起始日 2018年9月27日

限制申购金额（单位：元） -

限制转换转入金额（单位：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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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9月27至

2018年9月28日暂停农银汇理天天利货币市场

基金的申购（含定期定额申购）及转换转入业

务。

下属分级基金的基金简称 农银天天利货币A 农银天天利货币B

下属分级基金的交易代码 001991 001992

该分级基金是否暂停申购、转换转入、定期定

额投资

是 是

注：1、在此期间，本基金的赎回业务、转换转出业务等其他业务以及本公司管理的其他开放式基金的各项交易业

务仍照常办理。

2、自2018年10月8日起，本基金将恢复办理申购和转换转入、定期定额申购业务，届时将不再另行公告。

2.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1、投资者于2018年9月27日赎回的本基金的份额将于2018年9月28日起不享受本基金的分配权益；投资者于2018年9

月28日赎回的本基金的份额将于2018年10月8日起不享受本基金的分配权益。

2、请投资人及早做好交易安排，避免因交易跨越假期带来不便及资金在途导致的损失。如有其它疑问，请拨打本

公司客户服务电话(4006895599、021-61095599)或登陆本公司网站(www.abc-ca.com)�获取相关信息。

特此公告。

农银汇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8年9月25日

关于农银汇理红利日结货币市场基金

2018年十一假期暂停申购及

转换转入等业务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18年9月25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农银汇理红利日结货币市场基金

基金简称 农银红利日结货币

基金主代码 000907

基金管理人名称 农银汇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1、国务院办公厅《关于2018年部分节假日安排的通知》（国办发明电【2017】12号）

2、《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3、《农银汇理红利日结货币市场基金基金合同》、《农银汇理红利日结货币市场基金招募说

明书》

暂停相关业务的起始日、金额及原因说明

暂停申购起始日 2018年9月27日

暂停转换转入起始日 2018年9月27日

暂停定期定额投资起始日 2018年9月27日

限制申购金额（单位：元） -

限制转换转入金额（单位：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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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9月27日

至2018年9月28日暂停农银汇理红利日结货币

市场基金的申购（含定期定额申购）及转换转

入业务。

下属分级基金的基金简称 农银红利日结货币A 农银红利日结货币B

下属分级基金的交易代码 000907 000908

该分级基金是否暂停申购、转换转入、定期定

额投资

是 是

注：1、在此期间，本基金的赎回业务、转换转出业务等其他业务以及本公司管理的其他开放式基金的各项交易业

务仍照常办理。

2、自2018年10月8日起，本基金将恢复办理申购和转换转入、定期定额申购业务，届时将不再另行公告。

2.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1、投资者于2018年9月27日赎回的本基金的份额将于2018年9月28日起不享受本基金的分配权益；投资者于2018年9

月28日赎回的本基金的份额将于2018年10月8日起不享受本基金的分配权益。

2、请投资人及早做好交易安排，避免因交易跨越假期带来不便及资金在途导致的损失。如有其它疑问，请拨打本

公司客户服务电话(4006895599、021-61095599)或登陆本公司网站(www.abc-ca.com)�获取相关信息。

特此公告。

农银汇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8年9月25日

关于农银汇理14天理财债券型

证券投资基金2018年十一假期

暂停申购业务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18年9月25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农银汇理14天理财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农银14天理财债券

基金主代码 000322

基金管理人名称 农银汇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1、国务院办公厅《关于2018年部分节假日安排的通知》（国办发明电【2017】12号）

2、《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3、《农银汇理14天理财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农银汇理14天理财债券型证券投

资基金招募说明书》

暂停相关业务的起始日、金额及原因说明

暂停申购起始日 2018年9月27日

暂停转换转入起始日 -

暂停定期定额投资起始日 -

限制申购金额（单位：元） -

限制转换转入金额（单位：元） -

暂停申购的原因说明

为保护基金份额持有人的利益，2018年9月27日

至2018年9月28日暂停农银汇理14天理财债券

型基金的申购业务。

下属分级基金的基金简称 农银14天理财债券A 农银14天理财债券B

下属分级基金的交易代码 000322 000323

该分级基金是否暂停申购 是 是

注：1、在此期间，本基金的赎回等其他业务以及本公司管理的其他开放式基金的各项交易业务仍照常办理。

2、自2018年10月8日起，本基金将恢复办理申购业务，届时将不再另行公告。

2.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1、投资者赎回对应到期日为2018年9月27日的本基金份额，将于2018年9月28日起不享受本基金的分配权益；投资

者赎回对应到期日为2018年9月28日的本基金份额，将于2018年10月8日起不享受本基金的分配权益。

2、对应到期日为2018年10月1日、2日、3日、4日、5日的本基金份额，其到期日将顺延至2018年10月8日。

3、请投资人及早做好交易安排，避免因交易跨越假期带来不便及资金在途导致的损失。如有其它疑问，请拨打本

公司客户服务电话(4006895599、021-61095599)或登陆本公司网站(www.abc-ca.com)�获取相关信息。

特此公告。

农银汇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8年9月25日

关于农银汇理7天理财债券型

证券投资基金2018年十一假期

暂停申购业务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18年9月25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农银汇理7天理财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农银7天理财债券

基金主代码 660016

基金管理人名称 农银汇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1、国务院办公厅《关于2018年部分节假日安排的通知》（国办发明电【2017】12号）

2、《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3、《农银汇理7天理财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农银汇理7天理财债券型证券投资

基金招募说明书》

暂停相关业务的起始日、金额及原因说明

暂停申购起始日 2018年9月27日

暂停转换转入起始日 -

暂停定期定额投资起始日 -

限制申购金额（单位：元） -

限制转换转入金额（单位：元） -

暂停申购的原因说明

为保护基金份额持有人的利益，2018年9月27日

至2018年9月28日暂停农银汇理7天理财债券型

基金的申购业务。

下属分级基金的基金简称 农银7天理财债券A 农银7天理财债券B

下属分级基金的交易代码 660016 660116

该分级基金是否暂停申购 是 是

注：1、在此期间，本基金的赎回等其他业务以及本公司管理的其他开放式基金的各项交易业务仍照常办理。

2、自2018年10月8日起，本基金将恢复办理申购业务，届时将不再另行公告。

2.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1、投资者赎回对应到期日为2018年9月27日的本基金份额，将于2018年9月28日起不享受本基金的分配权益；投资

者赎回对应到期日为2018年9月28日的本基金份额，将于2018年10月8日起不享受本基金的分配权益。

2、对应到期日为2018年10月1日、2日、3日、4日、5日的本基金份额，其到期日将顺延至2018年10月8日。

3、请投资人及早做好交易安排，避免因交易跨越假期带来不便及资金在途导致的损失。如有其它疑问，请拨打本

公司客户服务电话(4006895599、021-61095599)或登陆本公司网站(www.abc-ca.com)�获取相关信息。

特此公告。

农银汇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8年9月25日

证券代码：600869� � � �股票简称：智慧能源 编号：临2018-120

债券代码：136317� � � �债券简称：15智慧01

债券代码：136441� � � �债券简称：15智慧02

债券代码：143016� � � �债券简称：17智慧01

远东智慧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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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内容提示：

●被担保人名称：远东电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远东电缆” ）、新远东电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远东电

缆” ）。

●本次担保金额及已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本次远东智慧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为远东电

缆提供人民币共计45,000万元的担保，为新远东电缆提供人民币5,000万元的担保；截至本公告日，远东电缆已使用股

东大会授权担保额度80,000万元，新远东电缆已使用股东大会授权担保额度28,800万元；为远东电缆提供的担保余额

为人民币177,433.41万元，为新远东电缆提供的担保余额为人民币99,995.08万元。

●本次担保无反担保

●公司不存在担保逾期的情形

一、担保情况概述

公司全资子公司远东电缆分别向渤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无锡分行（以下简称“渤海银行” ）和兴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无锡分行（以下简称“兴业银行” ）申请授信业务，授信额度分别为人民币40,000万元（敞口30,000万元）和15,

000万元，公司对前述渤海银行的30,000万元敞口和兴业银行的15,000万元授信业务提供担保，分别签订了《渤海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最高额保证协议》和《最高额保证合同》。

公司全资子公司新远东电缆向兴业银行申请授信业务，授信额度为人民币5,000万元，公司对上述授信业务提供

担保，并签订了《最高额保证合同》。

根据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2018年4月23日）和2017年年度股东大会（2018年6月29日）审议通过的

《2018年度对外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公司为远东电缆审议通过的担保额度为人民币200,000万元，为新远东电缆审

议通过的担保额度为人民币120,000万元。详情请见公司于2018年4月25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

报》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2018年度对外担保额度预计的公告》（编号：临2018-036）。

本次公司为远东电缆提供共计人民币45,000万元的担保，为新远东电缆提供人民币5,000万元的担保；截至本公

告日，远东电缆已使用的担保额度为人民币80,000万元、新远东电缆已使用的担保额度为人民币28,800万元，均在已

审议通过的额度范围内。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远东电缆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注册资本：100,000万元

注册地址：宜兴市高塍镇远东大道8号

法定代表人：张希兰

经营范围：电线电缆、电缆附件、电缆用材料、电力电气、电工器材的制造、销售；电缆盘加工、销售；电线电缆制造

工技能等级鉴定；贵金属投资咨询；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国家限定企业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

品和技术除外)；道路普通货物运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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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远东电缆的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指标

2017年12月31日

（经审计）

2018年6月30日

（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7,096,021,182.44 6,380,188,400.18

负债总额 5,682,934,588.26 4,881,699,837.79

净资产 1,413,086,594.18 1,498,488,562.39

2017年度

（经审计）

2018年1-6月

（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 12,606,069,902.63 6,124,472,227.76

净利润 35,530,061.69 85,401,968.21

2.公司名称：新远东电缆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注册资本：87,108.8万元

注册地址：宜兴市高塍镇范兴路209号

法定代表人：蒋华君

经营范围：电线电缆，高、低压开关及输变电设备的制造；电工器材、化工产品及原料(除危险化学品)、环境保护机

械、机械、电子设备的销售；贵金属投资咨询；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国家限定企业经营或禁止进

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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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远东电缆的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指标

2017年12月31日

（经审计）

2018年6月30日

（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3,089,550,474.57 3,508,928,303.41

负债总额 1,958,962,117.94 2,285,936,979.19

净资产 1,130,588,356.63 1,222,991,324.22

2017年度

（经审计）

2018年1-6月

（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 7,448,641,234.07 3,950,434,098.87

净利润 -130,225,759.92 92,402,967.59

为远东电缆、新远东电缆提供审计服务的会计师事务所为具有从事证券、期货业务资格的江苏公证天业会计师

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远东电缆、新远东电缆均为公司全资子公司。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1、远东电缆有限公司

（1）债权人：渤海银行

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担保金额：人民币30,000万元

保证期间：本协议项下的保证期间为主合同项下债务人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2年。如主合同项下债务有不同

的到期日，则保证人的保证期间根据不同的到期日分别计算。

（2）债权人：兴业银行

担保方式：连带保证责任

担保金额：人民币15,000万元

保证期间：

Ⅰ、本合同项下每笔债务的保证期间均为两年，自每笔主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计。

Ⅱ、如单笔主合同确定的融资分批到期的，每批债务的保证期间为两年，自每批主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计。

Ⅲ、银行承兑汇票承兑、信用证和保函项下的保证期间为债权人垫付款项之日起两年，分次垫款的，保证期间从

每笔垫款之日起分别计算。

Ⅳ、商业汇票贴现的保证期间为贴现票据到期之日起两年。

Ⅴ、债权人按照主合同或本合同的约定提前收贷，或发生法律、行政法规规定情况下主债务履行期提前届满时，

保证期间自债权人确定的主合同债务提前到期之日起两年。

Ⅵ、如主债权为分期偿还的，每期债权保证期间也分期计算，保证期间为每期债权到期之日起两年。

Ⅶ、债权人与债务人就主合同债务履行期限达成展期协议的，保证人继续承担保证责任，保证期间自展期协议约

定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两年。

2、新远东电缆有限公司

债权人：兴业银行

担保方式：连带保证责任

担保金额：人民币5,000万元

保证期间：

Ⅰ、本合同项下每笔债务的保证期间均为两年，自每笔主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计。

Ⅱ、如单笔主合同确定的融资分批到期的，每批债务的保证期间为两年，自每批主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计。

Ⅲ、银行承兑汇票承兑、信用证和保函项下的保证期间为债权人垫付款项之日起两年，分次垫款的，保证期间从

每笔垫款之日起分别计算。

Ⅳ、商业汇票贴现的保证期间为贴现票据到期之日起两年。

Ⅴ、债权人按照主合同或本合同的约定提前收贷，或发生法律、行政法规规定情况下主债务履行期提前届满时，

保证期间自债权人确定的主合同债务提前到期之日起两年。

Ⅵ、如主债权为分期偿还的，每期债权保证期间也分期计算，保证期间为每期债权到期之日起两年。

Ⅶ、债权人与债务人就主合同债务履行期限达成展期协议的，保证人继续承担保证责任，保证期间自展期协议约

定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两年。

四、董事会意见

本次申请授信是为了满足远东电缆和新远东电缆生产经营的资金需求，确保其持续稳健发展，符合公司整体利

益。远东电缆和新远东电缆均为公司全资子公司，公司对其有管控权；两家子公司业务运行良好，具备良好的偿债能

力，截至本公告日，为其提供的担保未发生过逾期情形。本次担保风险可控，不会对公司及子公司生产经营产生不利

影响。

五、累计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目前，公司及子公司对外担保均为公司对子公司或子公司之间进行的担保，担保总额为526,260.49万元（含

本次担保额），占公司2017年经审计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的94.19%，不存在担保逾期的情形。

特此公告。

远东智慧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八年九月二十五日

关于浦银安盛货币市场证券投资基金

于国庆节假期前一个工作日暂停A类及

B类份额的申购、定投及转换

转入业务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18年9月25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浦银安盛货币市场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浦银安盛货币

基金主代码 519509

基金管理人名称 浦银安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浦银安盛货币市场证券投资基金基

金合同》、《浦银安盛货币市场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等

暂停相关业务的起始

日、金额及原因说明

暂停申购起始日 2018年9月28日

暂停转换转入起始日 2018年9月28日

暂停定期定额投资起始日 2018年9月28日

暂停申购、转换转入、定期定额投资的原

因说明

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2018年部分节假日安排的通知》精神及沪深证券

交易所休市安排，2018年9月29日（星期六）至2018年10月7日（星期日）休

市，10月8日（星期一）起照常开市。为保护基金份额持有人的利益，根据有

关法律法规和基金合同的相关规定， 决定于国庆节假期前一个工作日对本

基金暂停申购、转换转入、定期定额投资业务。

下属分级基金的基金简称 浦银安盛货币A 浦银安盛货币B 浦银安盛货币E

下属分级基金的交易代码 519509 519510 519516

该分级基金是否暂停申购、转换转入、定期定额投资 是 是 否

2�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1、本基金暂停A类份额与B类份额的申购、转换转入、定期定额投资业务期间，其转换转出、赎回等其他业务以及

本基金E类份额及本公司管理的其他开放式基金的各项交易业务仍照常办理。自2018年10月8日起，本基金所有销售网

点恢复办理本基金A类份额及B类份额的正常申购、转换转入、定期定额投资业务，届时将不再另行公告。

2、根据《货币市场基金监督管理办法》有关条款的规定“当日申购的基金份额应当自下一交易日起享有基金的

分配权益；当日赎回的基金份额自下一交易日起不享有基金的分配权益” ，投资者于2018年9月28日赎回或转换转出

的本基金的基金份额将于2018年10月8日起不再享受本基金的分配权益，仍享有赎回当日和整个节假日期间本基金的

收益。假期前未确认的交易申请、未到账的赎回款项等，将于2018年10月8日起继续处理。

3、投资者欲了解本公司管理基金的详细情况，请仔细阅读相关基金的招募说明书。投资者也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

有关详情：

浦银安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客户服务热线：4008828999（免长途话费）、021-33079999；

公司网址：www.py-ax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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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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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请投资者于投资前认

真阅读基金的《基金合同》和《招募说明书》等法律文件，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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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日

关于浦银安盛日日丰货币市场基金于

国庆节假期前一个工作日暂停A类及

B类份额的申购、定投及转换

转入业务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18年9月2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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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浦银安盛日日丰货币市场基金基金

合同》、《浦银安盛日日丰货币市场基金招募说明书》等

暂停相关业务的起始

日、金额及原因说明

暂停申购起始日 2018年9月28日

暂停转换转入起始日 2018年9月28日

暂停定期定额投资起始日 2018年9月28日

暂停申购、转换转入、定期定额投资的原

因说明

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2018年部分节假日安排的通知》精神及沪深证券

交易所休市安排，2018年9月29日（星期六）至2018年10月7日（星期日）休

市，10月8日（星期一）起照常开市。为保护基金份额持有人的利益，根据有

关法律法规和基金合同的相关规定， 决定于国庆节假期前一个工作日对本

基金暂停申购、转换转入、定期定额投资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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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购、转换转入、定期定额投资 是 是 否

2�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1、本基金暂停A类份额与B类份额的申购、转换转入、定期定额投资业务期间，其转换转出、赎回等其他业务以及

本基金D类份额及本公司管理的其他开放式基金的各项交易业务仍照常办理。自2018年10月8日起，本基金所有销售

网点恢复办理本基金A类份额及B类份额的正常申购、转换转入、定期定额投资业务，届时将不再另行公告。

2、根据《货币市场基金监督管理办法》有关条款的规定“当日申购的基金份额应当自下一交易日起享有基金的

分配权益；当日赎回的基金份额自下一交易日起不享有基金的分配权益” ，投资者于2018年9月28日赎回或转换转出

的本基金的基金份额将于2018年10月8日起不再享受本基金的分配权益，仍享有赎回当日和整个节假日期间本基金的

收益。假期前未确认的交易申请、未到账的赎回款项等，将于2018年10月8日起继续处理。

3、投资者欲了解本公司管理基金的详细情况，请仔细阅读相关基金的招募说明书。投资者也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

有关详情：

浦银安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客户服务热线：4008828999（免长途话费）、021-33079999；

公司网址：www.py-ax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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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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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请投资者于投资前认

真阅读基金的《基金合同》和《招募说明书》等法律文件，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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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日

关于浦银安盛日日盈货币市场基金于

国庆节假期前一个工作日暂停A类及

B类份额的申购、定投及转换

转入业务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18年9月25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浦银安盛日日盈货币市场基金

基金简称 浦银安盛日日盈货币

基金主代码 519566

基金管理人名称 浦银安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浦银安盛日日盈货币市场基金基金

合同》、《浦银安盛日日盈货币市场基金招募说明书》等

暂停相关业务的起始

日、金额及原因说明

暂停申购起始日 2018年9月28日

暂停转换转入起始日 2018年9月28日

暂停定期定额投资起始日 2018年9月28日

暂停申购、转换转入、定期定额投资的原

因说明

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2018年部分节假日安排的通知》精神及沪深证券

交易所休市安排，2018年9月29日（星期六）至2018年10月7日（星期日）休

市，10月8日（星期一）起照常开市。为保护基金份额持有人的利益，根据有

关法律法规和基金合同的相关规定， 决定于国庆节假期前一个工作日对本

基金暂停申购、转换转入、定期定额投资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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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属分级基金的交易代码 519566 519567 519568

该分级基金是否暂停申购、转换转入、定期定额投资 是 是 否

2�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1、本基金暂停A类份额与B类份额的申购、转换转入、定期定额投资业务期间，其转换转出、赎回等其他业务以及

本基金D类份额及本公司管理的其他开放式基金的各项交易业务仍照常办理。自2018年10月8日起，本基金所有销售

网点恢复办理本基金A类份额及B类份额的正常申购、转换转入、定期定额投资业务，届时将不再另行公告。

2、根据《货币市场基金监督管理办法》有关条款的规定“当日申购的基金份额应当自下一交易日起享有基金的

分配权益；当日赎回的基金份额自下一交易日起不享有基金的分配权益” ，投资者于2018年9月28日赎回或转换转出

的本基金的基金份额将于2018年10月8日起不再享受本基金的分配权益，仍享有赎回当日和整个节假日期间本基金的

收益。假期前未确认的交易申请、未到账的赎回款项等，将于2018年10月8日起继续处理。

3、投资者欲了解本公司管理基金的详细情况，请仔细阅读相关基金的招募说明书。投资者也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

有关详情：

浦银安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客户服务热线：4008828999（免长途话费）、021-33079999；

公司网址：www.py-ax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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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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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请投资者于投资前认

真阅读基金的《基金合同》和《招募说明书》等法律文件，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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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日

关于浦银安盛日日鑫货币市场基金于

国庆节假期前一个工作日暂停A类及

B类份额的申购、定投及转换

转入业务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18年9月25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浦银安盛日日鑫货币市场基金

基金简称 浦银安盛日日鑫

基金主代码 003228

基金管理人名称 浦银安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浦银安盛日日鑫货币市场基金基金

合同》、《浦银安盛日日鑫货币市场基金招募说明书》等

暂停相关业务的起始

日、金额及原因说明

暂停申购起始日 2018年9月28日

暂停转换转入起始日 2018年9月28日

暂停定期定额投资起始日 2018年9月28日

暂停申购、转换转入、定期定额投资的原

因说明

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2018年部分节假日安排的通知》精神及沪深证券

交易所休市安排，2018年9月29日（星期六）至2018年10月7日（星期日）休

市，10月8日（星期一）起照常开市。为保护基金份额持有人的利益，根据有

关法律法规和基金合同的相关规定， 决定于国庆节假期前一个工作日对本

基金暂停申购、转换转入、定期定额投资业务。

下属分级基金的基金简称 浦银日日鑫A 浦银日日鑫B

下属分级基金的交易代码 003228 003229

该分级基金是否暂停申购、转换转入、定期定额投资 是 是

2�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1、本基金暂停A类份额与B类份额的申购、转换转入、定期定额投资业务期间，其转换转出、赎回等其他业务。自

2018年10月8日起，本基金所有销售网点恢复办理本基金A类份额及B类份额的正常申购、转换转入、定期定额投资业

务，届时将不再另行公告。

2、根据《货币市场基金监督管理办法》有关条款的规定“当日申购的基金份额应当自下一交易日起享有基金的

分配权益；当日赎回的基金份额自下一交易日起不享有基金的分配权益” ，投资者于2018年9月28日赎回或转换转出

的本基金的基金份额将于2018年10月8日起不再享受本基金的分配权益，仍享有赎回当日和整个节假日期间本基金的

收益。假期前未确认的交易申请、未到账的赎回款项等，将于2018年10月8日起继续处理。

3、投资者欲了解本公司管理基金的详细情况，请仔细阅读相关基金的招募说明书。投资者也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

有关详情：

浦银安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客户服务热线：4008828999（免长途话费）、021-33079999；

公司网址：www.py-ax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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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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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请投资者于投资前认真

阅读基金的《基金合同》和《招募说明书》等法律文件，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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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日

关于浦银安盛中证锐联沪港深基本面

100指数证券投资基金（LOF）暂停

申购、赎回和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18年9月25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浦银安盛中证锐联沪港深基本面100指数证券投资基金(LOF)

基金简称

浦银安盛沪港深基本面LOF

场内简称：沪港深F

基金主代码 1664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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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浦银安盛中

证锐联沪港深基本面100指数证券投资基金（LOF）基金合同》（以下简称“《基金

合同》” ）、《浦银安盛中证锐联沪港深基本面100指数证券投资基金（LOF）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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及原因说明

暂停申购起始日 2018年9月27日

暂停赎回起始日 2018年9月27日

暂停定期定额投资起始日 2018年9月27日

暂停申购、赎回、定期定额投资的

原因说明

非港股通交易日

2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1）根据《浦银安盛中证锐联沪港深基本面100指数证券投资基金（LOF）基金合同》、《浦银安盛中证锐联沪港

深基本面100指数证券投资基金（LOF）招募说明书》的相关规定，浦银安盛中证锐联沪港深基本面100指数证券投资

基金（LOF）（以下简称“本基金” ）申购和赎回的开放日为上海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正常交易日，若该工

作日为非港股通交易日，则本基金不开放，但基金管理人根据法律法规、中国证监会的要求或基金合同的规定公告暂

停申购、赎回时除外。

（2）鉴于2018年9月27日至10月7日为非港股通交易日，本基金自2018年9月27日起暂停申购、赎回和定投业务，并

于2018年10月8日起恢复日常申购、赎回和定投业务，届时本基金管理人不再另行公告。

（3）2018年9月27日至10月7日投资者提交的申购、赎回、定投等基金交易业务申请，将顺延至2018年10月8日进行

处理。

（4）敬请投资者及早做好交易安排，避免因假期原因带来不便。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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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客户服务热线：4008828999（免长途话费）、021-33079999；

公司网址：www.py-ax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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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

证最低收益。投资者在投资本基金前请务必认真阅读《基金合同》和《招募说明书》等法律文件。

投资人应当充分了解基金定期定额投资和零存整取等储蓄方式的区别。定期定额投资是引导投资人进行长期投

资、平均投资成本的一种简单易行的投资方式。但是定期定额投资并不能规避基金投资所固有的风险，不能保证投资

者获得收益，也不是替代储蓄的等效理财方式。

特此公告。

浦银安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8年9月25日

关于浦银安盛港股通量化优选灵活配置

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暂停申购、赎回、

转换和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18年9月25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浦银安盛港股通量化优选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浦银港股通量化混合

基金主代码 0052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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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盛港股通量化优选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以下简称 “《基金

合同》” ）、《浦银安盛港股通量化优选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

书》（以下简称“《招募说明书》” ）等有关规定

暂停相关业务的起始

日及原因说明

暂停申购起始日 2018年9月27日

暂停赎回起始日 2018年9月27日

暂停转换转入起始日 2018年9月27日

暂停转换转出起始日 2018年9月27日

暂停定期定额投资起始日 2018年9月27日

暂停申购、赎回、定期定额投资的原

因说明

非港股通交易日

2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1）根据《浦银安盛港股通量化优选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浦银安盛港股通量化优选灵活

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的相关规定，浦银安盛港股通量化优选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以下

简称“本基金” ）申购和赎回的开放日为上海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正常交易日，若该工作日为非港股通交

易日，则本基金不开放，但基金管理人根据法律法规、中国证监会的要求或基金合同的规定公告暂停申购、赎回时除

外。

（2）鉴于2018年9月27日至10月7日为非港股通交易日，本基金自2018年9月27日起暂停申购、赎回、转换和定投业

务，并于2018年10月8日起恢复日常申购、赎回、转换和定投业务，届时本基金管理人不再另行公告。

（3）2018年9月27日至10月7日投资者提交的申购、赎回、转换和定投等基金交易业务申请，将顺延至2018年10月8

日进行处理。

（4）敬请投资者及早做好交易安排，避免因假期原因带来不便。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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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客户服务热线：4008828999（免长途话费）、021-33079999；

公司网址：www.py-ax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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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

证最低收益。投资者在投资本基金前请务必认真阅读《基金合同》和《招募说明书》等法律文件。

投资人应当充分了解基金定期定额投资和零存整取等储蓄方式的区别。定期定额投资是引导投资人进行长期投

资、平均投资成本的一种简单易行的投资方式。但是定期定额投资并不能规避基金投资所固有的风险，不能保证投资

者获得收益，也不是替代储蓄的等效理财方式。

特此公告。

浦银安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8年9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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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提示

Trading Tips

深 市

新股上市日

顶固集创

新增可流通股份上市日

帝欧家居 吉艾科技 日机密封

股权登记日

鸿特科技 康力电梯 旷达科技

亿帆医药 长荣股份

除权除息日

百润股份 帝欧家居 吉艾科技

日机密封 秀强股份

停牌一天

光环新网

取消停牌

深深宝Ａ 中国天楹 中工国际

常铝股份 向日葵 博思软件

沪 市

股权登记日

华达科技 腾龙股份 永艺股份

复牌日

海航科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