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于平安大华合韵定期开放纯债债券型

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开放申购、赎回及转换业务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18年10月31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平安大华合韵定期开放纯债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平安大华合韵

基金主代码

005077

基金运作方式

本基金以定期开放方式运作，即采取在封闭期内封闭运作、封闭期与封闭期之间定期开

放的运作方式。 本基金的封闭期为自基金合同生效之日起（含）或自每一开放期结束之

日次日起（含）至

3

个月（含）后对应日的前一日止（若该对应日为非工作日或无该对应日，

则顺延至下一工作日）。 本基金在封闭期内不办理申购与赎回业务。 本基金自封闭期

结束之后第一个工作日起（含）进入开放期，期间可以办理申购与赎回业务。 本基金每

个开放期最长不超过

10

个工作日，最短不少于

5

个工作日。 本次基金开放日为

2018

年

11

月

2

日起（含该日）十个工作日。

基金合同生效日

2018

年

4

月

26

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平安大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基金注册登记机构名称 平安大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及其配套法规、《平安大华合韵定期开放纯债债券型

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平安大华合韵定期开放纯债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

基金招募说明书》等

申购起始日

2018

年

11

月

2

日

赎回起始日

2018

年

11

月

2

日

转换转入起始日

2018

年

11

月

2

日

转换转出起始日

2018

年

11

月

2

日

2.�申购、赎回及转换业务的办理时间

投资人在开放期内的每个开放日办理基金份额的申购和赎回， 开放日的具体办理时间为

上海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正常交易日的交易时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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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封闭期内，本基金不办理申

购、赎回业务。

基金合同生效后，若出现新的证券交易市场，证券交易所交易时间变更或其他特殊情况，

基金管理人将视情况对前述开放日及开放时间进行相应的调整，但应在实施日前依照《信息

披露办法》的有关规定进行公告。

本基金在开放期内办理申购与赎回业务。 本次开放期时间为2018年11月2日至2018年11月

15日，开放期内本基金接受申购、赎回及转换申请。 基金管理人不得在基金合同约定之外的日

期或者时间办理基金份额的申购、赎回或者转换。 在开放期内，投资人在基金合同约定之外的

日期和时间提出申购、赎回或转换申请且登记机构确认接受的，其基金份额申购、赎回或转换

价格为该开放期内下一开放日基金份额申购、赎回或转换的价格；但若投资人在开放期最后一

日业务办理时间结束之后提出申购、赎回或者转换申请的，视为无效申请。

3.�日常申购业务

3.1�申购金额限制

1、投资者通过其他销售机构申购，单个基金帐户单笔最低申购金额起点为10元（含申购

费），追加申购的最低金额为单笔10元（含申购费）。 基金管理人直销网点接受首次申购申请

的最低金额为单笔50,000元（含申购费），追加申购的最低金额为单笔20,000元（含申购费）。

通过基金管理人网上交易系统办理基金申购业务的不受直销网点单笔申购最低金额的限

制，首次单笔最低申购金额为人民币10元（含申购费），追加申购的单笔最低申购金额为人民

币10元（含申购费）。

2、本基金目前对单个投资人累计持有份额不设上限限制，基金管理人可以规定单个投资

者累计持有的基金份额数量限制，具体规定见定期更新的招募说明书或相关公告。

3、当接受申购申请对存量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构成潜在重大不利影响时，基金管理人应

当采取设定单一投资者申购金额上限或基金单日净申购比例上限、拒绝大额申购、暂停基金申

购等措施，切实保护存量基金份额持有人的合法权益，基金管理人基于投资运作与风险控制的

需要，可采取上述措施对基金规模予以控制，具体请参见相关规定。

3.2�申购费率

本基金采用前端收费模式收取基金申购费用。

本基金对申购设置级差费率，申购费用应在投资人申购基金份额时收取。投资者在一天之

内如果有多笔申购，适用费率按单笔分别计算，如下表所示：

申购金额（

M

） 申购费率

M＜100

万

0.80%

100

万

≤M＜300

万

0.50%

300

万

≤M＜500

万

0.30%

M≥500

万 每笔

1000

元

3.3�其他与申购相关的事项

1、本基金的申购费用由投资人承担，主要用于本基金的市场推广、销售、登记等各项费用，

不列入基金财产。

2、基金管理人可以按照《基金合同》的相关规定调整费率或收费方式，基金管理人最迟应

于新的费率或收费方式实施日前依照《信息披露办法》的有关规定在指定的媒介上公告。

3、基金管理人可以通过网上直销系统、直销柜台对本基金的申购实行优惠费率，具体详见

基金管理人届时公告；部分代销机构如实行优惠费率，请投资人参见代销机构公告。

4.�日常赎回业务

4.1�赎回份额限制

1、每个交易账户最低持有基金份额余额为5份，若某笔赎回导致单个交易账户的基金份额

余额少于5份时，余额部分基金份额必须一同赎回。

2、赎回遵循“先进先出” 原则，即按照投资人认购、申购的先后次序进行顺序赎回。

4.2�赎回费率

赎回费用由赎回基金份额的基金份额持有人承担， 在基金份额持有人赎回基金份额时收

取，未计入基金财产的部分用于支付登记费和其他必要的手续费。投资人赎回基金份额收取赎

回费用，该费用随基金份额的持有时间递减，如下表所示：

持有年限（

N

为日历日） 赎回费率

N＜7

天

1.50%

7≤N＜365

天

0.10%

N≥365

天

0%

赎回费用由赎回基金份额的基金份额持有人承担，对持续持有期少于7日的投资人，将赎

回费全额计入基金财产；对持续持有期大于7日（含）的投资人，赎回费总额的25%计入基金财

产，其余用于支付登记费和其他必要的手续费。

4.3�其他与赎回相关的事项

1、基金管理人可以按照《基金合同》的相关规定调整费率或收费方式，基金管理人最迟应

于新的费率或收费方式实施日前依照《信息披露办法》的有关规定在指定的媒介上公告。

2、当发生大额申购或赎回情形时，基金管理人可以采用摆动定价机制，以确保基金估值的

公平性。 具体处理原则与操作规范遵循相关法律法规及监管部门、自律组织的规定。

5、日常转换业务

5.1�转换费率

5.1.1�基金转换费

1、基金转换费用由转出基金赎回费用及基金申购补差费用两部分构成。

2、基金转换时，从申购费用低的基金向申购费用高的基金转换时，每次收取申购补差费

用；从申购费用高的基金向申购费用低的基金转换时，不收取申购补差费用。 申购补差费用按

照转换金额对应的转出基金与转入基金的申购费差额进行补差， 具体收取情况视每次转换时

两只基金的申购费的差异情况而定。

5.1.2�基金转换的计算公式

转换费用=转出基金赎回费+转换申购补差费

转出基金赎回费＝转出份额×转出基金当日基金份额净值×转出基金赎回费率

转换金额=转出份额×转出基金当日基金份额净值-转出基金赎回费

转换申购补差费用=转换金额×转入基金申购费率÷（1+转入基金申购费率）-转换金

额×转出基金申购费率÷（1+转出基金申购费率）或，固定申购补差费

转入份额=（转出份额×转出基金当日基金份额净值一转换费用）÷转入基金当日基金份

额净值

5.1.3�具体转换费率

本基金作为转换基金时，具体转换费率如下：

A、转换金额对应申购费率较高的基金转入到本基金时

例1、某投资人N日持有平安大华智能生活灵活配置混合基金A类份额10,000份，持有期为

三个月（对应的赎回费率为0.50%），拟于N日转换为平安大华合韵定期开放纯债债券型发起

式证券投资基金， 假设N日平安大华智能生活灵活配置混合基金A类份额的基金份额净值为

1.150元，平安大华合韵定期开放纯债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的基金份额净值为1.0500元，

则：

1、转出基金即平安大华智能生活灵活配置混合基金A类份额的赎回费用：

转出基金赎回费＝转出份额×转出基金当日基金份额净值×转出基金赎回费率=10,

000×1.150×0.50%=57.50元

2、 对应转换金额平安大华智能生活灵活配置混合基金A类份额的申购费率1.5%高于平安

大华合韵定期开放纯债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的申购费率0.80%，因此不收取申购补差费

用，即费用为0。

3、此次转换费用：

转换费用=转出基金赎回费+转换申购补差费=57.50+0=57.50元

4、 转换后可得到的平安大华合韵定期开放纯债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的基金份额

为：

转入份额=（转出份额×转出基金当日基金份额净值一转换费用）÷转入基金当日基金份

额净值=（10000×1.150-57.50）÷1.0500=10897.62份

B、本基金份额转入转换金额对应申购费率较高的基金

例2、某投资人N日持有平安大华合韵定期开放纯债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的基金份

额10,000份，持有期为三年（开放期，对应的赎回费率为0），拟于N日转换为平安大华智能生活

灵活配置混合基金A类份额，假设N日平安大华合韵定期开放纯债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的基金份额净值为1.0500元，平安大华智能生活灵活配置混合基金A类份额的基金份额净值为

1.150元，则：

1、转出基金即平安大华合韵定期开放纯债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的基金份额的赎回

费用：

转出基金赎回费＝转出份额×转出基金当日基金份额净值×转出基金赎回费率=0元

2、申购补差费为扣除赎回费用后按转出基金与转入基金间的申购补差费计算可得：

转换金额=转出份额×转出基金当日基金份额净值-转出基金赎回费=10000×

1.0500=10500.00元

对应转换基金平安大华智能生活灵活配置混合基金A类份额的申购费率1.5%，平安大华合

韵定期开放纯债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的申购费率0.8%。

转换申购补差费用=转换金额×转入基金申购费率÷（1+转入基金申购费率）-转换金

额×转出基金申购费率÷（1+转出基金申购费率）=10500.00×1.5%÷（1+1.5%）-10500.00×

0.8%÷（1+0.8%）=71.84元

3、此次转换费用：

转换费用=转出基金赎回费+转换申购补差费=0+71.84=71.84元

4、转换后可得到的平安大华智能生活灵活配置混合基金A类份额为：

转入份额=（转出份额×转出基金当日基金份额净值一转换费用）÷转入基金当日基金份

额净值=（10000×1.0500-71.84）÷1.150=9067.97份

5.1.4�网上交易进行基金转换的费率认定

对于通过本公司网上交易进行基金转换的，在计算申购补差费时，将享受一定的申购费优

惠，具体详见本公司网上交易费率说明。

本公司可对上述费率进行调整，并依据相关法规的要求进行公告。

5.2�其他与转换相关的事项

5.2.1�适用基金

本基金可以与本管理人旗下已开通转换业务的基金转换。

平安大华行业先锋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700001）

平安大华深证300指数增强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700002）

平安大华策略先锋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700003）

平安大华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700004）

平安大华添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基金代码700005）

平安大华添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C类，基金代码700006）

平安大华日增利货币基金（基金代码000379）

平安大华金管家货币市场基金（基金代码003465）

平安大华财富宝货币基金（基金代码000759）

平安大华交易型货币A（基金代码003034）

平安大华新鑫先锋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基金代码000739）

平安大华新鑫先锋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C类，基金代码001515）

平安大华智慧中国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001297）

平安大华鑫享混合证券投资基金（A类，基金代码001609）

平安大华鑫享混合证券投资基金（C类，基金代码001610）

平安大华鑫安混合证券投资基金（A类，基金代码001664）

平安大华鑫安混合证券投资基金（C类，基金代码001665）

平安大华安心保本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002304）

平安大华安享保本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002282）

平安大华安盈保本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002537）

平安大华睿享文娱灵活配置混合证券投资基金（A类，基金代码002450）

平安大华睿享文娱灵活配置混合证券投资基金（C类，基金代码002451）

平安大华智能生活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基金代码002598）

平安大华智能生活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C类，基金代码002599）

平安大华惠享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003286）

平安大华惠利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003568）

平安大华惠融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003487）

平安大华惠隆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003486）、

平安大华量化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基金代码003959）

平安大华量化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C类，基金代码003960）

平安大华惠裕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基金代码003488）

平安大华惠裕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C类，基金代码004177）

平安大华中证沪港深高股息精选指数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003702）

平安大华转型创新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基金代码004390）

平安大华转型创新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C类，基金代码004391）

平安大华惠悦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004826）

平安大华惠金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003024）

平安大华惠泽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004825）

平安大华股息精选沪港深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基金代码004403）、

平安大华股息精选沪港深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C类，基金代码004404）

平安大华鑫荣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基金代码004827）

平安大华鑫荣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C类，基金代码004828）

平安大华量化先锋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A类，基金代码005084）

平安大华量化先锋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C类，基金代码005085）

平安大华鑫利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基金代码003626）

平安大华沪深300指数量化增强证券投资基金（A类，基金代码005113）

平安大华沪深300指数量化增强证券投资基金（C类，基金代码005114）

平安大华医疗健康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003032）

平安大华量化精选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A类，基金代码005486）

平安大华量化精选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C类，基金代码005487）

平安大华沪深30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A类，基金代码005639）

平安大华沪深30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C类，基金代码005640）

平安大华惠安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006016）

平安大华合瑞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005766）

平安大华合正定期开放纯债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005127）

平安大华短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基金代码005754）

平安大华短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C类，基金代码005755）

平安大华短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E类，基金代码005756）

平安大华双债添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基金代码005750）

平安大华双债添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C类，基金代码005751）

平安大华MSCI中国A股国际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 （A类， 基金代码

005868）

平安大华MSCI中国A股国际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 （C类， 基金代码

005869）

平安大华惠兴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006222）

平安大华中证50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A类，基金代码006214）

平安大华中证50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C类，基金代码006215）等。

平安大华惠轩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006264）

平安大华合慧定期开放纯债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005896）

平安大华合丰定期开放纯债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005895）

平安大华合悦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005884）

平安大华优势产业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基金代码006100）

平安大华优势产业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C类，基金代码006101）

（注：同一基金产品的A、C、E类份额之间不能相互转换）

参加基金转换的具体基金以各代销机构的规定为准， 定期开放的基金在处于开放状态时

可参与转换，封闭时无法转换。

5.2.2�办理机构

办理本基金与平安大华旗下其它开放式基金之间转换业务的投资者需到同时销售拟转出

和转入两只基金的同一销售机构办理基金的转换业务。 具体以销售机构规定为准。

本公司直销渠道开通本基金的转换业务。 其他销售机构开通本基金转换业务的时间以销

售机构为准，本公司可不再特别公告，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各销售机构开通上述业务的公告或

垂询有关销售机构。

5.2.3�转换的基本规则

1、基金转出视为赎回，转入视为申购。

2、投资者办理基金转换业务时，转出方的基金必须处于可赎回状态，转入方的基金必须处于可

申购状态。 基金转换只能在同一销售机构的同一交易帐号内进行。

3、基金转换以份额为单位进行申请。

4、基金转换采取未知价法，即以申请受理当日各转出、转入基金的基金份额净值为基准进

行计算。

5、对于转换后持有时间的计算，统一采取不延续计算的原则，即转入新基金的份额的持有

时间以转换确认成功日为起始日进行计算。

6、基金转换采用“先进先出” 原则，即按照投资人认购、申购的先后次序进行转换。

5.2.4�转换的基本规则

基金转换分为转换转入和转换转出。通过各销售机构网点转换的，转出的基金份额不得低

于5份。

通过本基金管理人官网交易平台转换的， 每次转出份额不得低于5份。 留存份额不足5份

的，只能一次性赎回，不能进行转换。

以上转换费率和原则以各个销售机构的规定为准， 由于各代理销售机构的系统差异以及

业务安排等原因， 开展转换业务的时间和基金品种及其它未尽事宜详见各销售机构的相关业

务规则和公告。

6.�定期定额投资业务

本基金暂不开通定期定额投资业务。

7.�基金销售机构

直销机构

名称：平安大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直销中心

办公地址：深圳市福田区福田街道益田路5033号平安金融中心34层

直销电话：0755-22627627

直销传真：0755-23990088

联系人：郑权

网址：www.fund.pingan.com

客户服务电话：400－800－4800

8.�基金份额净值公告/基金收益公告的披露安排

在封闭期内，基金管理人应当至少每周公告一次基金资产净值、基金份额净值和基金份额

累计净值。

在基金开放期每个开放日的次日，基金管理人应通过网站、基金份额发售网点以及其他媒

介，披露前一开放日的基金份额净值和基金份额累计净值。

基金管理人应当公告半年度和年度最后一个市场交易日基金资产净值和基金份额净值。

基金管理人应当在前款规定的市场交易日的次日，将基金资产净值、基金份额净值和基金份额

累计净值登载在指定媒介上。

9.�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1、申购和赎回的申请方式

投资人必须根据销售机构规定的程序， 在开放日的具体业务办理时间内提出申购或赎回

的申请。

2、申购和赎回的款项支付

投资人申购基金份额时，必须全额交付申购款项，投资人全额交付申购款项，申购申请成

立；登记机构确认基金份额时，申购生效。

基金份额持有人递交赎回申请，赎回成立；登记机构确认赎回时，赎回生效。投资人赎回申

请生效后，基金管理人将在T＋7日(包括该日)内支付赎回款项。 在发生巨额赎回或基金合同约

定的其他暂停赎回或延缓支付赎回款项的情形时， 款项的支付办法参照基金合同有关条款处

理。

遇交易所或交易市场数据传输延迟、通讯系统故障、银行数据交换系统故障或其他非基金

管理人及基金托管人所能控制的因素影响业务处理流程，则赎回款项划付时间相应顺延。

3、申购和赎回申请的确认

基金管理人应以交易时间结束前受理有效申购和赎回申请的当天作为申购或赎回申请日

(T日)，在正常情况下，本基金登记机构在T+1日内对该交易的有效性进行确认。 T日提交的有

效申请，投资人应在T+2日后(包括该日)及时到销售网点柜台或以销售机构规定的其他方式查

询申请的确认情况。 若申购不成功或无效，则申购款项本金退还给投资人。

基金销售机构对申购、赎回申请的受理并不代表申请一定成功，而仅代表销售机构确实接

收到申请。申购、赎回申请的确认以登记机构的确认结果为准。对于申请的确认情况，投资者应

及时查询并妥善行使合法权利。

基金管理人可以在法律法规和基金合同允许的范围内，对上述业务办理时间进行调整，并

在调整实施前依照《信息披露办法》的有关规定在指定媒介上公告。

本公告仅对本基金开放申购、赎回及转换业务的有关事项予以说明。投资者欲了解本基金

的详细情况，请详细阅读《平安大华合韵定期开放纯债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

和《平安大华合韵定期开放纯债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投资者亦可拨打本

基金管理人的全国统一客户服务电话400－800－4800（免长途话费）及直销专线电话0755－

22627627咨询相关事宜。

风险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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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基金单一投资者持有的基金份额或者构成一致行动人的多个投资者持有的基金份额可

达到或者超过50%，基金不向个人投资者公开销售。

投资有风险，敬请投资者在投资基金前认真阅读《平安大华合韵定期开放纯债债券型发

起式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平安大华合韵定期开放纯债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招募

说明书》等基金法律文件，了解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并根据自身的风险承受能力选择适合自

己的基金产品。

平安大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8年10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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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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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泰康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旗下部分开放式基金

增加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为销售机构

并参加其费率优惠活动的公告

根据泰康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与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光大银行” ）签署的基金销售协议，本公司旗下部分开放式基金将增加光大银

行为销售机构，并参加其费率优惠活动。

一、适用基金范围：

自2018年10月31日起，投资者可以通过光大银行办理本公司旗下泰康安益纯债债券型证

券投资基金（A类，基金代码：002528；C类，基金代码：002529）、泰康安惠纯债债券型证券投

资基金（基金代码：003078）的申购、赎回、转换及定投业务。

投资者通过销售机构办理上述基金交易的具体程序，以销售机构相关规定为准。

二、优惠方式：

自2018年10月31日起，投资者通过光大银行电子渠道（网银、电话、手机银行）申购（不

含定期定额自动申购）上述基金，其申购费率在原申购费率基础上实行6折优惠，优惠后的申

购费率不低于0.6%。 如原费率低于0.6%，则按照原费率执行。

自2018年10月31日起，投资者通过光大银行办理上述基金的定投业务，其定投申购费率

在原申购费率基础上实行8折优惠，优惠后的申购费率不低于0.6%。 如原费率低于0.6%，则按

照原费率执行。

三、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

1.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95595

网址：www.cebbank.com

2.泰康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客服电话：4001895522

网址：www.tkfunds.com.cn

四、特别提示

1.本公告的解释权归光大银行所有。

2.优惠活动期间，业务办理的具体时间、流程以销售机构规定为准。 如上述优惠活动调

整，本公司及销售机构将另行公告相关内容。

3.投资者欲了解本公司旗下基金产品的详细情况，请仔细阅读各基金的基金合同、基金

招募说明书或招募说明书（更新）等法律文件及本公司的相关公告与风险提示，并选择适合

自己风险承受能力的投资品种进行投资。

泰康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2018年10月31日

证券代码：603444� � � �证券简称：吉比特 公告编号：2018-070

厦门吉比特网络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实施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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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厦门吉比特网络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吉比特” ）于2017年12月12日

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于2018年1月9日召开2018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分别审

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同意公司及子公司使用不超过人

民币15亿元的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投资安全性高、流动性好的保本型产品，在上述

额度内，资金可循环投资、滚动使用，使用期限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公司2018年年

度股东大会召开。 详见公司于2017年12月13日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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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证券日报》披露的《厦门吉比特网络技术

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公告》（公告编号：2017-072）。

一、自2018年10月13日至本公告日，公司及子公司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情

况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对应当披露的交易的相关规定，交易的成交金额

占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10%以上且绝对金额超过1,000万元的， 须做出相应披

露。2018年10月13日前，公司及子公司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情况已逐一披露，现

就2018年10月13日起相关情况进行披露。 自2018年10月13日至本公告日，公司及子公司使用

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累计金额已达到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10%以上，具体使

用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序

号

认购方 认购银行 产品名称 产品类型

预期

年化收益率

认购日 到期日 认购金额

1

吉比特 平安银行

平安银行对公结构性存款（挂钩

利率）产品

保本浮动收

益型

3.95% 2018

年

10

月

19

日

2019

年

1

月

21

日

3,000.00

2

吉比特 中信银行厦门分行

共赢利率结构

22444

期人民币结

构性存款产品

4.05% 2018

年

10

月

19

日

2019

年

1

月

17

日

8,000.00

3

深圳雷信 招商银行深圳分行 招商银行点金公司理财之

步步生金

8688

号保本理财

计划

2.50%-3.10%

2018

年

10

月

25

日

随时支取

900.00

4

雷霆娱乐 招商银行深圳分行

2018

年

10

月

25

日

600.00

5

雷霆互动 中信银行厦门分行

中信理财之共赢保本步步高升

B

款人民币理财产品

2.20%-3.25% 2018

年

10

月

29

日 随时支取

12,000

6

吉比特 平安银行

平安银行对公结构性存款（

100%

保本挂钩利率）

2018

年

3460

期人民

币产品

4.05% 2018

年

10

月

30

日

2019

年

1

月

30

日

2,000

合计

26,500.00

说明：

1、深圳雷信：指深圳雷霆信息技术有限公司，系雷霆互动（详见说明3）间接控股子公

司；

2、雷霆娱乐：指深圳雷霆数字娱乐有限公司，系雷霆互动全资子公司；

3、雷霆互动：指厦门雷霆互动网络有限公司，系吉比特全资子公司。

二、风险控制措施

（一）公司将严格遵守审慎投资原则，购买安全性高、流动性好的保本型理财产品，理财

产品的购买期限不超过12个月；

（二）公司将及时分析和跟踪投资产品的资金投向、项目进展情况，控制投资风险；

（三）公司独立董事及监事会有权对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与检查，必要时可以聘请专

业机构进行审计。

三、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及子公司在确保日常经营资金需求和资金安全的前提下进行现金管理， 以闲置自

有资金投资安全性高、流动性好的保本型产品，有利于提高自有资金使用效率，增加公司及

子公司现金资产收益。

四、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及子公司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情况

截至本公告日，包含本次公告情况，公司及子公司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余

额为人民币134,313.44万元。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及子公司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未

出现逾期未收回的情况。

五、备查文件

（一） 吉比特与平安银行于2018年10月19日签订的 《平安银行对公结构性存款产品合

同》；

（二） 吉比特与中信银行厦门分行于2018年10月19日签订的共赢利率结构22444期人民

币结构性存款产品《产品说明书》；

（三）招商银行点金公司理财之步步生金8688号保本理财计划《风险揭示书》及《产品

说明书》；

（四）中信理财之共赢保本步步高升B款人民币理财产品《风险揭示书》及《产品说明

书》；

（五） 吉比特与平安银行于2018年10月30日签订的 《平安银行对公结构性存款产品合

同》。

特此公告。

厦门吉比特网络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8年10月31日

文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代码：600715� � � �公司简称：文投控股

第三季度

报告

一、重要提示

1.1�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

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1.2�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审议季度报告。

1.3�公司负责人周茂非、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袁敬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

阎瑞杰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1.4�本公司第三季度报告未经审计。

二、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2.1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

总资产

10,350,017,698.65 10,499,402,293.38 -1.4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7,073,599,271.10 7,179,118,337.55 -1.47

年初至报告期末

（

1-9

月）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

1-9

月）

比上年同期增减

(%)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696,139,375.23 266,844,270.48 -360.88

年初至报告期末

（

1-9

月）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

1-9

月）

比上年同期增减

（

%

）

营业收入

1,478,999,991.78 1,671,390,703.40 -11.5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5,175,531.00 378,025,706.33 -93.3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24,366,200.87 372,524,141.33 -93.4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0.35 6.91

减少

6.56

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0.01 0.22 -95.45

稀释每股收益（元

/

股）

0.01 0.22 -95.45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适用 □不适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期金额

（

7－9

月）

年初至报告期末金额（

1-9

月）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越权审批，或无正式批准文件，或偶发性的

税收返还、减免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但与公司正常

经营业务密切相关，符合国家政策规定、

按照一定标准定额或定量持续享受的政

府补助除外

422,028.63 1,663,024.05

计入当期损益的对非金融企业收取的资

金占用费

企业取得子公司、联营企业及合营企业的

投资成本小于取得投资时应享有被投资

单位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产生的收益

非货币性资产交换损益

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资产的损益

因不可抗力因素，如遭受自然灾害而计提

的各项资产减值准备

债务重组损益

企业重组费用，如安置职工的支出、整合费

用等

交易价格显失公允的交易产生的超过公

允价值部分的损益

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产生的子公司期初

至合并日的当期净损益

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无关的或有事项产

生的损益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有效套期

保值业务外，持有交易性金融资产、交易

性金融负债产生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以

及处置交易性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

和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取得的投资收益

单独进行减值测试的应收款项减值准备

转回

对外委托贷款取得的损益

采用公允价值模式进行后续计量的投资

性房地产公允价值变动产生的损益

根据税收、会计等法律、法规的要求对当期

损益进行一次性调整对当期损益的影响

受托经营取得的托管费收入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

出

-154,269.52 -583,917.21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所得税影响额

-66,939.78 -269,776.71

合计

200,819.33 809,330.13

2.2截止报告期末的股东总数、前十名股东、前十名流通股东（或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

情况表

单位：股

股东总数（户）

29053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全称）

期末持股数量 比例

(%)

持有有限售条件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性质

股份状态 数量

北京文资控股有限公司

377,389,466 20.35 364,929,400

质押

130,000,000

国有法人

耀莱文化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303,298,800 16.35 0

冻结

303,298,800

境内非国有法人

北京君联嘉睿股权投资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155,216,400 8.37 0

无 其他

北京亦庄国际投资发展有限

公司

111,654,400 6.02 0

无 国有法人

冯军

71,509,900 3.86 0

质押

71,509,900

境内自然人

上海立茂投资咨询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70,633,200 3.81 0

质押

43,630,000

其他

郝文彦

59,974,431 3.23 0

质押

55,274,431

境内自然人

姚戈

56,564,200 3.05 0

质押

56,564,200

境内自然人

北京市文化创意产业投资基

金管理有限公司

－

北京文创

定增基金

41,062,500 2.21 0

无 其他

上海丰煜投资有限公司

－

丰

煜

－

稳盈证券投资基金

1

号私

募证券投资基金

39,412,800 2.12 0

无 其他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数量

股份种类及数量

种类 数量

耀莱文化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282,212,000

人民币普通股

282,212,000

北京君联嘉睿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55,216,400

人民币普通股

155,216,400

北京亦庄国际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111,654,400

人民币普通股

111,654,400

冯军

71,509,900

人民币普通股

71,509,900

上海立茂投资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70,633,200

人民币普通股

70,633,200

郝文彦

59,974,431

人民币普通股

59,974,431

姚戈

56,564,200

人民币普通股

56,564,200

上海丰煜投资有限公司

－

丰煜

－

稳盈证券投资基金

1

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39,412,800

人民币普通股

39,412,800

珠海安赐文创壹号股权投资基金企业（有限合伙）

36,190,900

人民币普通股

36,190,900

北京文资文化产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17,496,835

人民币普通股

17,496,835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公司前十名股东及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中冯军、上海立茂投资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和郝文彦存在一致行动关系；北

京文资控股有限公司和北京市文化创意产业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

北京文创定增基金及北京文资文化产业投资中心（有

限合伙）的基金管理人北京市文化创意产业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存在同一控制下的关联关系。 除此之外的公司前十名股

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关系，除此之外的公司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关系。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无

2.3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前十名优先股无限售条件股东

持股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3.1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适用 □不适用

截至2018年9月30日，公司资产负债表中占比5%以上且变动较大(30%以上)的项目原因说

明：

项目 本期报告末 上年度末 占比 变动比例

(%)

原因说明

预付款项

1,373,119,685.85 917,847,032.04 13.27 49.60

预付款项增长主要为公司上半年参投和主控影视

剧项目支出较去年同期有所增加所致。

可供出售金融资

产

1,157,016,924.50 805,872,370.68 11.18 43.57

主要由于

2018

年上半年购买民生至诚

219

号信托、参

投北京圣泉基金小镇等约共计

3

亿元所致。

短期借款

246,149,000.00 189,000,000.00 7.56 30.24

偿还短期借款

0.89

亿元并新增短期借款

1.46149

亿元

所致。

预收款项

256,864,221.79 383,661,864.68 7.90 -33.05

《英伦对决》结转损益所致。

长期借款

279,399,410.00 97,693,160.00 8.58 186.00

新增了

1.8

亿元长期借款所致。

2018年1月至9月，公司损益表及现金流量表变动较大(30%以上)的项目原因说明：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末金额（

1-9

月）

上年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1-9

月）

变动比例

(%)

原因说明

营业收入

1,478,999,991.78 1,671,390,703.40 -11.51

去年同期确认了公司主投电影《功夫瑜伽》影视投资制作收入

3.79

亿元，

2018

年前三季度公司主投电影项目尚处投拍制作期间以及

刚上映期间，尚未结转对应收入，导致相较去年同期收入下降。

营业成本

1,139,589,780.33 959,704,609.52 18.74

第三季度结转部分影视项目收入成本所致。

财务费用

45,774,543.28 30,809,455.36 48.57

计提第三季度中期票据利息所致。

资产减值损失

6,889,734.05 2,044,992.51 236.91

对本期增加的其他应收款按账龄计提坏账准备所致。

投资收益

7,816,237.78 1,174,838.37 565.30

提高闲置资金使用效率购买理财收益增加所致。

营业外收入

1,238,394.21 504,369.07 145.53

都玩网络部分其他应付款项确认未来无需支付转入本科目所致。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696,139,375.23 266,844,270.48 -360.88

经营性现金流净额为净流出主要是由于

2018

年上半年公司影视版

块没有主控的电影上映，获得票房分账款较去年同期有所减少。

此外公司于

2018

年前三季度支付了《黄金兄弟》等电影投拍制作

款。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183,406,735.45 -1,836,410,003.42 -109.99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相比去年增长主要由于公司前三

季度按期赎回理财产品所致。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40,253,188.21 2,160,735,097.20 -98.14

筹资净现金流入去年同期非公开募集资金到账

22.7

亿元，今年前

三季度变化主要为偿还短期借款

0.89

亿元，新增短期借款人民币

1.46149

亿元以及长期借款

1.8

亿元。

3.2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1.与关联方共同受让万达电影部分股权

2018年2月5日，文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召开九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签订股权转让协议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同意公司与公司第一大股东

北京文资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文资控股” ）、北京万达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万达

投资” ） 共同签订股份转让协议， 约定公司通过发起设立有限合伙企业或信托制基金，以

51.96元/股的价格受让万达投资持有的60,000,000股万达电影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万

达电影”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票。 详见公司发布的2018-019、2018-020号公告。

2018年2月28日，公司召开九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出资认购信托计划

份额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并于2018年3月16日召开2018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上

述议案，拟决定以总额不超过人民币12亿元（具 体以实际支付金额为准），通过认购中国民

生信托有限公司发起设立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份额的方式， 受让万达投资持有的万达电影

股票，并授权公司管理层行使与具体投资事项相关的决策权并签署相关法律文件。 详见公司

发布的2018-024、2018-025、2018-036号公告。

2018年4月10日，公司发布公告披露了项目进展。 详见公司发布的2018-039号公告。

截至报告期末，中国民生信托有限公司发起设立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中国民生信托-

至诚291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已成立。 公司已出资22,600万元认购该信托计划份额。

2.大股东增持公司股份计划

公司第一大股东的控股集团北京市文化投资发展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文投

集团” ），以及第二大股东耀莱文化产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耀莱文化” ）计划于公司

2018年1月8日复牌后的两个交易日后的12个月内，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允许的方式

增持公司股票，以进一步提高对公司的持股比例。 本次增持股票种类为无限售流通A股股票，

增持价格原则不高于28元/股，文投集团、耀莱文化的增持金额分别为不低于人民币3亿元，不

超过人民币10亿元，本次增持合计金额不低于人民币6亿元，不超过人民币20亿元。 详见公司

发布的2018-008号公告。

截至2018年1月12日，文投集团本次增持主体北京文资文化产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合

计增持15,293,235股，增持总金额299,530,303.63元，占公司总股本的0.82%。 详见公司发布的

2018-009、2018-014号公告。

截至本报告期末，文投集团本次增持主体北京文资文化产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已通

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证券交易系统累计增持公司股份17,496,835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94%。

截至本报告期末，耀莱文化所持公司全部股份被轮候冻结，正在积极处理股份冻结相关

事项，尚未实施本次增持计划。 详见公司发布的2018-067、2018-075、2018-084、2018-091号

公告。

3.3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适用 √不适用

3.4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重大

变动的警示及原因说明

√适用 □不适用

根据公司目前影视剧项目的制作开发周期、影城票房及相关成本费用测算，预计年初至

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

公司名称:文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周茂非

日期:2018年10月30日

证券代码：603108� � � �证券简称：润达医疗 公告编号：临2018-092

上海润达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东股权质押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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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润达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8年10月30日收到公司股东

冯荣先生的通知：

冯荣先生于2018年10月29日将其持有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4,000,000股股份质押给海

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期限至2019年5月17日，占公司股份总数的0.69%。本次质押是对冯荣先

生2018年5月17日将其持有16,950,000股股份质押给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的补充，不涉及新

的融资安排，原质押情况详见公告：临2018-044、临2018-063、临2018-082。

截至本公告日：冯荣先生持有公司股份总数54,009,425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9.32%。此次

股份质押后累计质押股份数量为37,640,000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6.49%，占其持有公司股份

总数的69.69%。

冯荣先生资信状况良好，其还款来源包括上市公司股票分红、投资收益及个人收入等，

具备相应的资金偿还能力，由此产生的质押风险在可控范围之内。

特此公告。

上海润达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10月3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