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sclosure 信息披露
证券代码：０００７２１

证券简称：西安饮食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８－０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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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依据《
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国务院国资委、财政部关于国有企业职工家属区“
三供一业”分
离移交工作指导意见的通知》（
国办发 〔
关于进一步做好剥离国有企业办社会
２０１６〕４５ 号）、《
职能和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工作的通知》（
国资厅发改革〔
２０１７〕２０ 号）等文件，要求在全国范围
内全面推进国有企业职工家属区供水、供电、供热（
供气）及物业管理（
以下统称“
三供一业”）
分离移交工作，对相关设备设施进行必要的维修改造，达到城市基础设施的平均水平，然后
交由专业化企业或机构实行社会化管理，此项工作要求于 ２０１８ 年年底前基本完成。 ２０１９ 年
起国有企业不再以任何方式为职工家属区“
三供一业”承担相关费用。
按照上述文件要求，以及西安市人民政府《
关于印发国有企业职工家属区“
三供一业”分
离移交工作方案的通知》（
市政办发〔
２０１７〕４８ 号）精神，公司于 ２０１８ 年 １１ 月 ９ 日召开第八届
董事会第八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公司所属职工家属区“
三供一业”分离移交工作的
议案》，拟对所属分公司职工家属区“
三供一业”设备进行初步维修改造，并有序实施分离移
交工作。 具体情况如下：
一、公司所属职工家属区基本概况
公司所属分公司共有 ６ 处职工家属区，住户 ２６５ 户。 具体为：
家属区名称

住户
４８户

西安市新城区后宰门 １２ 号东亚饭店后宰门家属院

２５户

西安市碑林区南院门 ２５ 号春发生饭店南院门家属院

３０户

西安市雁塔区乐游路甲 １ 号西安饭庄后村家属院

５４户

西安市碑林区索罗巷 １４ 号公司家属院

９８户

西安市西大街琉璃庙街 ４６ 号老孙家饭庄家属院
合

西安饮食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拟竞买
西安饭庄东大街总店土地使用权的公告

１０户

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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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本次拟购买土地使用权，需要通过招、拍、挂程序进行竞拍，存在竞拍结果不确定的风
险。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交易概述
西安饭庄东大街总店拆除重建项目（
以下简称“
重建项目”）为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非公开发
折合 ７．００９ 亩）的
行股票的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由于西安饭庄东大街总店占用的 ４，６７２．３５㎡（
土地使用权类型为租赁的商业用地，按照国土法的有关规定，租赁土地不得进行改建、扩建
和新建，如取得该地块须经过“
招拍挂”受让土地。 因而，为加快该重建项目的进程，公司拟使
用自有资金约 ２２，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
最终价格以招拍挂确定的价格为准）的价格，通过招拍挂
方式竞买该宗土地。
本次交易的交易对方为西安市国土资源局。 该事项不构成公司的关联交易， 也不构成
《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本次参与竞拍土地使用权在公司
董事会的批准权限内，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该事项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八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 同时，本次董事会同意授权公司
管理层全权办理与本次竞买土地使用权有关的全部事宜。
二、交易对方基本情况
本次交易的对方为西安市国土资源局。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具体位于碑林区菊花园以东、东大街以南、章府巷以
１、土地位置：西安市东大街 ２９８ 号（
北），地籍编号为 ＢＬ４－７－８６。
２、使用年限：４０ 年
３、土地性质：商业用地
折合 ７．００９ 亩，最终面积以实际出让文件为准）
４、土地面积：４，６７２．３５㎡（
５、土地价格：预计本次土地竞买总价约为 ２２，０００ 万元，均价为 ３，１３８．８２ 万元／亩。最终价
格以招拍挂确定的价格为准。
四、进行本次交易的目的以及对公司的影响
由于西安饭庄东大街总店占用的土地使用权类型为租赁的商业用地， 按照国土法的有
关规定，租赁土地不得进行改建、扩建和新建。 因而，公司拟使用自有资金通过招拍挂方式取
得该宗土地使用权。
本次交易完成后，可尽快实现西安饭庄总店的重建工作。 通过该重建项目的建设，西安
饭庄将得到更大更好的发展，对深化和弘扬陕菜文化内涵，挖掘和整合陕菜，进一步振兴陕
菜、推动老字号的发展上均将起到重大的推动作用。 从而提高公司的盈利能力，提高东大街
商业和服务职能，打造新一代的餐饮文化街区。
五、其他有关事项提示
１、公司董事会同意授权公司管理层全权办理与本次竞买土地使用权有关的全部事宜。
２、本次拟购买土地使用权，需要通过招、拍、挂程序进行竞拍，存在竞拍结果不确定的风
险。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六、备查文件
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八次临时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西安饮食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八年十一月九日

２６５户

二、改造和移交方案
依据西安市人民政府《
关于印发国有企业职工家属区“
三供一业”分离移交工作方案的
通知》（
市政办发〔
２０１７〕４８ 号）的要求，公司制定具体分离移交方案如下：
１、维修改造标准。 为保证分离移交后家属区配套设施设备的正常运行，对各家属区须按
照西安市政府《
关于转发国有企业职工家属区“
三供一业”分离移交维修改造标准的通知》
（
市政办发〔
２０１７〕８２ 号）规定的维修改造标准进行综合改造，改造标准不低于西安市基础设
施平均水平。
２、资产移交接收单位。 分离移交涉及房屋、土地、供水、供电设施等资产无偿划转给移交
接收单位。 物业管理和资产移交至西安华衡国有资本运营集团有限公司，供水设施和资产移
交至西安市自来水有限公司，供电设施和资产移交给国网陕西省电力公司西安供电公司。
３、移交费用承担。 市属国有企业的分离移交费用，由企业承担主要成本，市财政予以适
政府补贴 ５０％）。
当补助（
三供一业”的分离移交工作；分离
４、移交工作时限。 ２０１８ 年底前，基本完成职工家属区“
三供一业”进行补贴。
移交完成后，不得在工资福利外对职工家属区“
三、家属区改造预计费用
按照西安市政府《
关于转发国有企业职工家属区“
三供一业”分离移交维修改造标准的
通知》（
市政办发〔
２０１７〕８２ 号）的相关规定，公司所属职工家属区改造费用预计如下：
１、供水设施改造：户均 ０．５８ 万元／户，２６５ 户，小计 １５３．７ 万元；
２、供电设施改造：户均 ０．９２ 万元／户，２６５ 户，小计 ２４３．８ 万元；
３、物业管理综合改造：户均 ０．７５ 万元／户，２３５ 户，小计 １７６．２５ 万元。
以上合计改造费用为 ５７３．７５ 万元。 按照有关规定，政府补贴 ２８６．８７５ 万元，剩余 ２８６．８７５
万元由公司承担（
具体结算费用按公司与各接收单位签订的分离移交协议，以最终维修改造
方案和审计结果为准）。
四、该事项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
三供一业”分离移交涉及公司支出资金 ２８６．８７５ 万元，该项资金支出将计入公司当
期损益，具体影响年度业绩情况视分离移交费用支付进度确定。
特此公告
西安饮食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八年十一月九日
证券代码：０００７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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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饮食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
董事会第八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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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会议通知发出的时间和方式
西安饮食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八次临时会议通知于二〇一
八年十一月二日以电话、电子邮件、书面送达方式通知各位董事。
二、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八次临时会议于二〇一八年十一月九日在公司六楼会议室召开，

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安信证券”）协商一致，决定自 ２０１８ 年 １１ 月 １２ 日起新增
安信证券销售本公司旗下部分基金并开通基金转换业务、 定期定额投资业务且参与其费率
优惠活动。 现将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本次安信证券开通申购、赎回、定期定额投资及转换业务的基金

方正富邦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
方正富邦丰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新增北京植信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为代销机构的公告
为满足广大投资者的理财需求，方正富邦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本公司”）经与
北京植信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植信基金”）协商一致，决定自 ２０１８ 年 １１ 月 １２ 日起
新增植信基金代理方正富邦丰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的销售业务， 投资者可在植信基金办
理本基金的开户、认购等相关业务，现将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
本次植信基金开通认购的基金
序号

基金名称

基金代码

是否开通
认购

１

方正富邦丰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Ａ类 ００６４１６
Ｃ 类 ００６４１７

是

否

否

注：本基金发行期为 ２０１８ 年 １１ 月 ８ 日一 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 ５ 日。
二、
投资者可以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
１、北京植信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４００６－８０２－１２３
公司网址：ｗｗｗ．ｚｈｉｘｉｎ－ｉｎｖ．ｃｏｍ
２、方正富邦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４００－８１８０－９９０（
免长途话费）
公司网址：ｗｗｗ．ｆｏｕｎｄｅｒｆｆ．ｃｏｍ
风险提示：基金管理人承诺以恪尽职守、诚实信用、谨慎勤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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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金管理人提醒投资者在做出投资决策前
应全面了解基金的产品特性并充分考虑自身的风险承受能力，理性判断市场，投资者自行承
担基金运营状况与基金净值变化引致的投资风险。 投资有风险，选择须谨慎。 敬请投资者于
投资前认真阅读基金的基金合同、最新招募说明书及其他法律文件。
特此公告。
方正富邦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一八年十一月十日

方正富邦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旗下
部分基金新增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为销售机构并开通转换业务、定期定额
投资业务及参与其费率优惠活动的公告
为满足广大投资者的理财需求，方正富邦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本公司”）经与

(上接 B75 版)

如果相关法律法规发生变化，或者有更权威的、更能为市场普遍接受的业绩比较
基准推出，经基金管理人与基金托管人协商，本基金可以在报中国证监会备案后变更
业绩比较基准并及时公告，而无须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
十、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
本基金是混合型基金，其预期收益及风险水平高于货币市场基金、债券型基金，
低于股票型基金，属于中高预期风险、中高预期收益的基金品种。
十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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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金托管人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根据本基金合同规定，于 2018 年 7 月 16
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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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月 30 日（“报告期末” ），本报告所列
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1. 报告期末基金资产组合情况
序号
1

项目

金额（
元）

占基金总资产的比例（
%）

权益投资

283,460,302.70

38.52

其中：股票

283,460,302.70

38.52

2

基金投资

-

-

3

固定收益投资

-

-

其中：债券

-

-

资产支持证券

-

-

4

贵金属投资

-

-

5

金融衍生品投资

-

-

6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

-

其中：买断式回购
的买入返售金融资
产

-

-

7

银行存款和结算备
付金合计

166,502,680.38

22.63

8

其他资产

285,903,851.80

38.85

9

合计

735,866,834.88

100.00

2. 报告期末按行业分类的股票投资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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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采矿业

-

-

C

制造业

157,916,247.92

21.97

D

电力、热力、燃气及
水生产和供应业

71,559.85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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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3.68

-

-

4,490,889.30

0.62

基金名称

基金代码

是否开通
申购、赎回

１

方正富邦惠利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
金

Ａ类 ００３７８７
Ｃ 类 ００３７８８

是

是

是

２

方正富邦睿利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
金

Ａ类 ００３７９５
Ｃ 类 ００３７９６

是

是

是

３

方正富邦中证保险主题指数分级证券
投资基金

１６７３０１

是

是

否

４

方正富邦金小宝货币市场证券投资基
金

０００７９７

是

否

否

数量（
股）

占基金资产净
值比例（
％）

序号

股票代码

股票名称

1

300195

长荣股份

3,336,344

35,774,114.86

4.98

2

600660

福耀玻璃

974,600

25,056,966.00

3.49

3

601336

新华保险

374,400

16,054,272.00

2.23

4

000932

华菱钢铁

1,722,000

14,637,000.00

2.04

5

600036

招商银行

531,900

14,063,436.00

1.96

6

600282

南钢股份

3,173,000

14,024,660.00

1.95

7

002468

申通快递

813,600

13,953,240.00

1.94

8

600782

新钢股份

2,450,300

13,672,674.00

1.90

9

600885

宏发股份

436,430

13,057,985.60

1.82

公允价值（
元）

10

603569

长久物流

812,416

11,601,300.48

1.61

4. 报告期末按债券品种分类的债券投资组合
报告期末，本基金未持有债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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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末，本基金未持有债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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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末，本基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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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末，本基金未持有贵金属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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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末，本基金未持有权证。
9. 报告期末本基金投资的股指期货交易情况说明
报告期内，本基金未参与股指期货交易。
10. 报告期末本基金投资的国债期货交易情况说明
报告期内，本基金未参与国债期货交易。
11. 投资组合报告附注
(1) 声明本基金投资的前十名证券的发行主体本期是否出现被监管部门立案调
查，或在报告编制日前一年内受到公开谴责、处罚的情形。
（1）2018 年 5 月 4 日, 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发布行政处罚信息公开表
（银监罚决字〔2018〕1 号），对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内控管理严重违反审慎经营规
则，违规批量转让以个人为借款主体的不良贷款等违规事实，于 2018 年 2 月 12 日作
出行政处罚决定，罚款 6570 万元，没收违法所得 3.024 万元，罚没合计 6573.024 万元。
本基金投资于“
招商银行（600036）” 的决策程序说明：基于对招商银行基本面
招商银行” 股票的决策流程，符合公司投
研究以及二级市场的判断，本基金投资于“
资管理制度的相关规定。
（2）报告期内本基金投资的前十名证券中，其他九名证券发行主体无被监管部
门立案调查，或在报告编制日前一年内受到公开谴责、处罚。
(2)
本基金投资的前十名股票中，没有超出基金合同规定的备选股票库之外的股票。
(3) 其他资产构成
序号

名称

金额（
元）

存出保证金

1

26,457,083.00

序号

358,323.67

2

应收证券清算款

3

应收股利

-

4

应收利息

-13,167.10

5

应收申购款

6

其他应收款

7

待摊费用

285,546,686.89

999.33
11,009.01

J

金融业

55,498,333.00

7.72

8

其他

-

K

房地产业

15,492,230.15

2.16

9

合计

285,903,851.80

L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23,533,959.48

3.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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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283,460,302.70

39.43

合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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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开通定投 是否开通转换

投资者在办理基金的转换业务时，应留意本公司相关公告，确认转出基金处于可赎回状
态，转入基金处于可申购状态。
二、费率优惠活动
１、费率优惠内容
投资者通过安信证券办理上述开放式基金的申购及定期定额投资业务， 参加安信证券
公告的费率优惠活动， 具体折扣费率请以安信证券所示公告为准。 基金费率请详见基金合
更新）等法律文件，以及本公司发布的最新业务公告。
同、基金招募说明书、招募说明书（
２、费率优惠期限
２０１８ 年 １１ 月 １２ 日起开起上述业务费率优惠活动，本次优惠活动期间，业务办理的具
体时间、流程以及优惠活动期限以安信证券的公告为准。
３、重要提示
本优惠活动适用于处于正常申购期的基金的前端申购手续费， 包括基金定期定额投资
业务，不包括基金赎回、转换等业务的基金手续费。
本活动最终解释权归安信证券所有，有关活动的具体规定如有变化，敬请投资者留意安
信证券的有关公告。 投资者欲了解本基金产品的详细情况，请仔细阅读基金的基金合同、最
新招募说明书等相关法律文件。
三、投资者可以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
１、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４００８－００１－００１
公司网址：ｈｔｔｐ：／／ｗｗｗ．ｅｓｓｅｎｃｅ．ｃｏｍ．ｃｎ／
２、方正富邦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４００－８１８０－９９０（
免长途话费）
公司网址：ｗｗｗ．ｆｏｕｎｄｅｒｆｆ．ｃｏｍ
风险提示：基金管理人承诺以恪尽职守、诚实信用、谨慎勤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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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金管理人提醒投资者在做出投资决策前
应全面了解基金的产品特性并充分考虑自身的风险承受能力，理性判断市场，投资者自行承
担基金运营状况与基金净值变化引致的投资风险。 投资有风险，选择须谨慎。 敬请投资者于
投资前认真阅读基金的基金合同、最新招募说明书及其他法律文件。
特此公告。
方正富邦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一八年十一月十日

是否开通定投 是否开通转换

(4) 报告期末持有的处于转股期的可转换债券明细
报告期末，本基金未持有处于转股期的可转换债券。
(5) 报告期末前十名股票中存在流通受限情况的说明
序号

股票代码

股票名称

1

300195

长荣股份

流通受限部分
的公允
价值（
元）
30,170,677.60

占基金资产净
值比例（
%）
4.20

流通受限情况
说明
非公开发行流
通受限

注：基金可作为特定投资者，认购由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
规范的非公开发行股份，所认购的股份自发行结束之日起 12 个月内不得转让。 根据
《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及《深圳 /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
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本基金持有的上市公司非公
开发行股份，自股份解除限售之日起 12 个月内，通过集中竞价交易减持的数量不得
超过其持有该次非公开发行股份数量的 50%；采取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的，在任意连续
90 日内，减持股份的总数不得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 1%；采取大宗交易方式的，在任意
连续 90 日内，减持股份的总数不得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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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到董事 ８ 名，实到董事 ８ 名。 公司监事列席了会议。 会议符合《
公司法》及本公司章程的规
定，会议由董事长胡昌民先生主持。
三、议案的审议情况
关于拟竞买西安饭庄东大街总店土地使用权的议案》。
１、审议通过了《
西安饭庄东大街总店拆除重建项目（
以下简称“
重建项目”）为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非公开发
折合 ７．００９ 亩）的
行股票的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由于西安饭庄东大街总店占用的 ４，６７２．３５㎡（
土地使用权类型为租赁的商业用地，按照国土法的有关规定，租赁土地不得进行改建、扩建
和新建，如取得该地块须经过“
招拍挂”受让土地。 因而，为加快该重建项目的进程，公司拟使
用自有资金约 ２２，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
最终价格以招拍挂确定的价格为准）的价格，通过招拍挂
方式竞买该宗土地。
本次交易的交易对方为西安市国土资源局。 该事项不构成公司的关联交易， 也不构成
《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本次参与竞拍土地使用权在公司
董事会的批准权限内，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同时，公司董事会同意授权公司管
中国证券报》、
理层全权办理与本次购买土地使用权有关的全部事宜。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在《
《
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上刊登的《
关于拟竞买西安饭庄东大街总店土地使用权的公告》。
表决结果：赞成 ８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关于公司所属职工家属区“
三供一业”分离移交工作的议案》。
２、审议通过了《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在《
中国证券报》、《
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上刊登的《
关于公司所属
职工家属区“
三供一业”分离移交工作的公告》。
表决结果：赞成 ８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四、备查文件
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八次临时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西安饮食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八年十一月九日
证券简称：西安饮食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８－０３１
证券代码：０００７２１

西安饮食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所属职工家属区“
三供一业”
分离移交工作的公告

西安市碑林区骡马市 ４０ 号东亚饭店家属院

2018年 11 月 10 日 星期六

证券代码：００２０３０

证券简称：达安基因

中山大学达安基因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２０１８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中山大学达安基因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 ２０１８ 年第四次临时
会议决定于 ２０１８ 年 １１ 月 １５ 日（
星期四）召开公司 ２０１８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并在《
证券
时报》、巨潮资讯网刊登了《
关于召开 ２０１８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通知的公告》（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８－０５２）。 由于本次股东大会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互联网投票系统向社会公
众股股东提供网络投票平台，根据相关规定，现将本次股东大会的有关事项再次提示如下：
一、召开股东大会的基本情况
１、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２、会议召开时间：
（
１）现场会议召开时间：２０１８ 年 １１ 月 １５ 日下午 １４：３０
（
２）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２０１８ 年 １１ 月
１５ 日上午 ９：３０－１１：３０，下午 １３：００－１５：００；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
为 ２０１８ 年 １１ 月 １４ 日下午 １５：００ 至 ２０１８ 年 １１ 月 １５ 日下午 １５：００ 期间的任意时间。
３、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广州市高新技术开发区科学城香山路 １９ 号一楼讲学厅
４、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
１）现场投票：股东出席现场股东大会或书面委托代理人出席现场会议参加表决，股东
委托的代理人不必是公司的股东；
（
２）网络投票：公司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
ｈｔｔｐ：／／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
ｃｏｍ．ｃｎ）向全体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公司股东可以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述系
统行使表决权。
公司股东只能选择上述投票方式中的一种表决方式。 同一表决权出现重复投票的以第
一次有效投票结果为准。
５、股权登记日：２０１８ 年 １１ 月 ８ 日
６、会议出席对象：
（
１）截止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８ 年 １１ 月 ８ 日下午 １５：００ 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时，在中国证券
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全体普通股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
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本公司股东。
（
２）本公司的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
３）本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及其他有关人员。
二、会议审议事项
关于控股孙公司为控股子公司提供反担保的议案》
１、审议《
上述议案已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 ２０１８ 年第四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 具体内容详见 ２０１８
年 １０ 月 ３０ 日刊登于中国证监会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的相关公告。
三、提案编码
表一：本次股东大会提案为非累积投票提案，提案编码具体如下：
备注
提案编码

提案名称

该列打勾的栏目可以投
票

１．００

《
关于控股孙公司为控股子公司提供反担保的议案》

√

四、会议登记等事项
１、登记方式
（
１）法人股东应由法定代表人或法定代表人委托的代理人出席会议。 法定代表人出席会
议的，应出示本人身份证、能证明其具有法定代表人资格的有效证明、股票账户卡办理登记
手续；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代理人应出示本人身份证、法人股东单位的法定代表人依法
出具的书面授权委托书办理登记手续。
（
２）个人股东亲自出席会议的，应出示本人身份证或其他能够表明其身份的有效证件或
证明、股票账户卡办理登记手续；委托代理他人出席会议的，应出示本人有效身份证件、股票
账户卡、股东授权委托书办理登记手续。
（
３）代理投票授权委托书由委托人授权他人签署的，授权签署的授权书或者其他授权文
件应当经过公证。 经公证的授权书或者其他授权文件，和投票代理委托书均需一并提交。
（
４）异地股东可采用信函或传真的方式登记。
２、股权登记时间：２０１８ 年 １１ 月 ９ 日和 ２０１８ 年 １１ 月 １２ 日上午 ９：００ 一 １２：００，下午 １４：
００ 一 １７：００。
３、登记地点：中山大学达安基因股份有限公司证券部。
４、联系方式
（
１）联系人：董事会秘书 张斌、证券事务代表 曾宇婷
（
２）联系电话：０２０－３２２９ ０４２０ 传真：０２０－３２２９ ０２３１
证券代码：６０３９９８

证券简称：方盛制药

自基金合同
生效日（
2016
年 9 月 29
日）起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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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下简称“
公司”）收到公司控股股东暨
２０１８ 年 １１ 月 ９ 日，湖南方盛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实际控制人张庆华先生的通知， 张庆华先生与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广发证
券”） 于 １１ 月 ８ 日办理完成了股份质押手续， 将其直接持有的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１２，
０６０，０００ 股股份质押给广发证券，质押期限至 ２０１９ 年 １０ 月 ２４ 日；１１ 月 ８ 日，张庆华先生在
广发证券办理完成了股票质押式购回业务交易， 购回了其质押给广发证券的公司无限售条
件流通股 １１，０００，０００ 股股份，股份解除质押手续已于 ２０１８ 年 １１ 月 ９ 日办理完成。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张庆华先生直接持有公司的股份总数为 １５６，６１９，５００ 股，占公司股
份总数的 ３６．５５％，本次质押股份数为 １２，０６０，０００ 股，占其直接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 ７．７０％，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２．８１％；本次解除质押股份数为 １１，０００，０００ 股，占其直接持有公司股份总
数的 ７．０２％，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２．５７％； 张庆华先生累计质押的公司股份数为 １４５，０１１，４７８
股，占其直接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 ９２．５９％，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３３．８４％。
本次股份质押所得资金主要用于资金周转，张庆华先生个人资信状况良好，其履约保障
资金主要来自股票红利、自有资金、投资收益等。 张庆华先生所持股份质押可能产生的风险
在可控范围内，不存在实质性违约风险，股份质押不会引起张庆华先生对
其所持公司股份的表决权的转移。 上述质押事项如若出现其他重大变动情况，公司将按
照规定及时披露相关情况。
特此公告
湖南方盛制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８ 年 １１ 月 ９ 日
证券代码：６０３９９８

证券简称：方盛制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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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编号：２０１８－１１２

湖南方盛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部分自有资金办理结构性
存款产品业务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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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南方盛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或“
方盛制药”）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
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最高额
度（
即某一时点单笔或多笔进行现金管理的自有资金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２０，０００ 万元闲置
自有资金购买低风险、流动性好、短期（
不超过 １２ 个月）的保本型理财产品或进行结构性存
款与定期存款。 投资期限为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二年，单笔投资期限不超过 １２ 个月。 在
上述额度内，资金可以滚动使用，并授权公司管理层实施相关事宜。 （
详见公司 ２０１７－０８６、０８８
号公告）
公司于 ２０１８ 年 １１ 月 ８ 日与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广发银行”）签订了《
广发
银行“
薪加薪 １６ 号”人民币结构性存款合同》（
网上银行签订电子版合同），决定使用闲置自
有资金 ５，０００ 万元办理结构性存款产品业务，主要内容如下：
一、结构性存款产品具体要素
产品类型：保本浮动收益型
产品名称：广发银行“
薪加薪 １６ 号”人民币结构性存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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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编号：２０１８－１１１

湖南方盛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股份质押
暨部分股份解除质押的公告

十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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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本报告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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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阶段

公告编号：２０１８－０５３

①－③

②－④

0.52%

0.38%

-0.77%

-0.31%

0.27%

10.62%

0.32%

-6.47%

-0.05%

0.43%

-4.68%

0.57%

0.43%

-0.14%

2. 自基金合同生效以来基金累计净值增长率变动及其与同期业绩比较基准收
益率变动的比较

图：嘉实惠泽混合（LOF）基金份额累计净值增长率与同期业绩比较基准收益率的历
史走势对比图
（2016 年 9 月 29 日至 2018 年 6 月 30 日）
注：按基金合同和招募说明书的约定，本基金自基金合同生效日起 6 个月内为建
仓期，建仓期结束时本基金的各项投资比例符合基金合同（十三（二）投资范围和
（四）投资限制）的有关约定。
十三、基金的费用与税收
（一）与基金运作有关的费用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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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合同》生效后与基金相关的信息披露费用；
（4）《基金合同》生效后与基金相关的会计师费、律师费、诉讼或仲裁费；
（5）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费用；
（6）基金的证券、期货交易费用；
（7）基金的银行汇划费用；
（8）基金上市费及年费；
（9）账户开户费用、账户维护费用；
（10）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和《基金合同》约定，可以在基金财产中列支的其他费
用。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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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基金的管理费按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的 1.5%年费率计提。 管理费的计算方法
如下：
H＝E×1.5%÷当年天数
H 为每日应计提的基金管理费
E 为前一日的基金资产净值
基金管理费每日计提，逐日累计至每月月末，按月支付，经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
管人双方核对后， 由基金托管人于次月前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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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息日或不可抗力致使无法按时支付的，顺延至最近
可支付日支付。
（2）基金托管人的托管费
本基金的托管费按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的 0.25%的年费率计提。 托管费的计算
方法如下：
H＝E×0.25%÷当年天数
H 为每日应计提的基金托管费
E 为前一日的基金资产净值

（
３）联系地址：广州市高新技术开发区科学城香山路 １９ 号
５、本次会议会期半天，与会股东食宿费交通费自理。
６、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请于召开会议开始前半小时内到达会议地点，以便验证入场。
五、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在本次股东大会上， 股东可以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
ｈｔｔｐ：／／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参加投票，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见附件一。
特此公告。
中山大学达安基因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１８ 年 １１ 月 ９ 日
附件一：
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一、网络投票的程序
达安投票”。
１、普通股的投票代码与投票简称：投票代码为“
３６２０３０”，投票简称为“
２、填报表决意见。
对于上述非累积投票议案，填报表决意见，同意、反对、弃权。
３、股东对总议案进行投票，视为对除累积投票提案外的其他所有提案表达相同意见。
股东对总议案与具体提案重复投票时，以第一次有效投票为准。 如股东先对具体提案投
票表决，再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则以已投票表决的具体提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其他未表决的
提案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如先对总议案投票表决，
再对具体提案投票表决，则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
二、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投票的程序
１、投票时间：２０１８ 年 １１ 月 １５ 日的交易时间，即 ９：３０ 一 １１：３０ 和 １３：００ 一 １５：００。
２、股东可以登录证券公司交易客户端通过交易系统投票。
三、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的投票程序
现场股东大会召开前一日）下
１、互联网投票系统开始投票的时间为 ２０１８ 年 １１ 月 １４ 日（
午 ３：００，结束时间为 ２０１８ 年 １１ 月 １５ 日（
现场股东大会结束当日）下午 ３：００。
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
２、股东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需按照《
份认证业务指引（
深交所数字证书”或“
深交所投
２０１６ 年修订）》的规定办理身份认证，取得“
资者服务密码”。 具体的身份认证流程可登录互联网投票系统 ｈｔｔｐ：／／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规则指
引栏目查阅。
３、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可登录 ｈｔｔｐ：／／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在规定时间内
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
附件二：
授权委托书
中山大学达安基因股份有限公司：
作为中山大学达安基因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东， 兹委托
本人 （
本单位）
先生（
女士）代表出席中山大学达安基因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８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受托人
有权依照本授权委托书的指示对该次会议审议的各项议案进行投票表决， 并代为签署本次
会议需要签署的相关文件。 本人（
本单位）
对该次会议审议的各项议案的
表决意见如下：
备注

提案编
码

提案名称

该列打勾的栏目
可以投票

１．００

《
关于控股孙公司为控股子公司提供反担保的议案》

√

申购费率

M＜100 万元

1.5%

100万元≤M＜200 万元

1.0%

200万元≤M＜500 万元

0.6%

M≥500 万元

每笔 1000 元

场外赎回费

场内赎回费

赎回费率

N＜7

1.50%

7≤ N ＜30

0.75%

30≤ N ＜365

0.50%

365≤ N ＜730

0.25%

730≤ N

0%

申请份额持有时间（
N）

赎回费率

N＜7

1.50%

7≤N

0.50%

弃权

产品编号：ＸＪＸＣＫＪ２５９５
结构性存款货币：人民币
认购金额：５，０００ 万元
资金来源：闲置自有资金
预期收益率：年化收益率为 ２．６％或 ３．５５％
结构性存款启动日：２０１８ 年 １１ 月 ９ 日
结构性存款到期日：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 １０ 日
关联关系说明：与公司无关联关系
二、协议主要内容
投资者：方盛制药，银行：广发银行；
一、结构性存款产品具体要素”。
１、产品要素：详见“
包括本金和收
２、本金及收益兑付时间：结构性存款期满，广发银行将在收到投资收益（
益）后将客户结构性存款本金及应得结构性存款收益兑付给客户。
３、本结构性存款所募集的资金本金部分纳入广发银行资金统一运作管理，投资于货币
包括但不限于银行存款、拆借、回购等）的比例区间为 ２０％－１００％、债券（
包括但不
市场工具（
限于国债，央票，金融债，短期融资券，企业债，中期票据，公司债）等金融资产的比例区间为
０％－８０％，收益部分投资于与美元兑港币的汇率水平挂钩的金融衍生产品，投资者的结构性
存款收益取决于美元兑港币的汇率在观察期内的表现。
４、本合同及相关文件项下产生的任何纠纷如不能通过协商解决的，任何一方应向银行
所在地法院提起诉讼。
风险揭示书》后成立，并于银行从投资者结构性存款
５、本合同在投资者签署本合同及《
账户成功扣划双方在本合同中约定的本金金额之日起生效。
三、风险控制措施
公司将风险控制放在首位，对标的产品严格把关，谨慎投资决策，本次公司选择购买的
结构性存款为保本浮动收益型产品，且期限较短，风险属于可控范围。 在理财期间，公司将与
产品发行方保持紧密联系，跟踪资金的运作情况，加强风险控制和监督，保证资金安全，并将
依据相关规定，在定期报告中披露报告期内进行现金管理相应的损益情况。
四、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本次使用闲置自有资金办理结构性存款产品业务是在确保公司日常运营和资金安
全的前提下实施的，不影响公司日常资金正常周转需要与主营业务的正常开展。 通过适度的
短期理财产品投资，能够获得一定的投资收益，能够进一步提升公司业绩水平，为公司和股
东谋取更丰厚的投资回报。
五、公告前十二个月内购买理财产品及现金管理情况
（
单位：万元）
资金类型

产品类型

购买
金额

购买期限

收益
合计

公告编号

结构性存款

６，０００ ２０１８０５３０－２０１８０８３１

７３．３８

２０１８－０４８
２０１８－０８４

结构性存款

２，０００ ２０１８０６０５－２０１８０９０３

２３．６７

２０１８－０５０
２０１８－０８４

结构性存款

１，０００ ２０１８０６２２－２０１８０９２２

１０．４０

２０１８－０５３
２０１８－０９１

５，０００ ２０１８０９１４－２０１８１０１５

１５．２９

２０１８－０８７
２０１８－０９７

闲置自有资金

结构性存款
已到期的理财与现金管理资金合计

１４，０００

尚未到期的理财与现金管理资金合计

０

公司不存在超出审批额度购买理财产品及现金管理的情况， 即在董事会审批最高额度
后的有效期内，公司任一时点尚未到期的单笔或多笔进行现金管理（
含购买理财产品）的自
有资金总额未超过经审批的最高额度。
六、备查文件
《
广发银行“
薪加薪 １６ 号”人民币结构性存款合同》。
特此公告
湖南方盛制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８ 年 １１ 月 ９ 日

个人投资者通过本基金管理人直销网上交易系统申购本基金业务实行申购费率
优惠，其申购费率不按申购金额分档，统一优惠为申购金额的 0.6％，但中国银行长城
借记卡、中国农业银行借记卡持卡人，申购本基金的申购费率优惠按照相关公告规定
的费率执行；机构投资者通过本基金管理人直销网上交易系统申购本基金，其申购费
率不按申购金额分档，统一优惠为申购金额的 0.6％。 优惠后费率如果低于 0.6％，则
按 0.6％执行。 基金招募说明书及相关公告规定的相应申购费率低于 0.6%时，按实际
费率收取申购费。 个人投资者于本公司网上直销系统通过汇款方式申购本基金的，前
端申购费率按照相关公告规定的优惠费率执行。
（2）场内申购费率
本基金的场内申购费率由销售机构参照场外申购费率执行。
2、赎回费用
本基金的场外赎回费率不高于 1.50%，随基金份额持有期限的增加而递减：对持
有期少于 30 日（不含）的基金份额持有人所收取赎回费用全额计入基金财产；对持
有期在 30 日以上（含）且少于 90 日（不含）的基金份额持有人所收取赎回费用总额
的 75%计入基金财产；对持有期在 90 日以上（含）且少于 180 日（不含）的基金份额
持有人所收取赎回费用总额的 50%计入基金财产；对持续持有期 180 日以上（含）的
投资者所收取赎回费用总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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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基金的场内赎回费率随基金份额持有期限的增加而递减， 赎回费用全额计入
基金财产。
具体赎回费率如下表所示：
申请份额持有时间（
N）

反对

注：请在“
表决意见”栏目相对应的“
同意”或“
反对”或“
弃权”空格内填上“
√”号。 投票人
只能表明“
同意”、“
反对”或“
弃权”一种意见，涂改、填写其他符号、多选或不选的表决票无
效，按弃权处理。
委托人姓名或名称（
签章）：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营业执照号码）：
委托人股东账户：
委托人持股数：
受托人签名：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日期：２０１８ 年
月 日
委托书有效期限：自本授权委托书签署之日起至本次股东大会结束之日止。
注：授权委托书剪报、复印或按以上格式自制均有效；单位委托须加盖单位公章。

基金托管费每日计提，逐日累计至每月月末，按月支付，经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
管人双方核对后，由基金托管人于次月前 3 个工作日内从基金财产中一次性支取。 若
遇法定节假日、休息日或不可抗力致使无法按时支付的，顺延至最近可支付日支付。
上述“
（一）基金费用的种类中第 3－10 项费用” ，根据有关法规及相应协议规
定，按费用实际支出金额列入当期费用，由基金托管人从基金财产中支付。
（二）与基金销售有关的费用
1、本基金的申购费率由基金管理人决定，基金份额申购费用由投资者承担，不列
入基金财产，主要用于本基金的市场推广、销售、注册登记等各项费用。 投资者申购本
基金份额时，需交纳申购费用，费率按申购金额递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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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场外申购费率
本基金基金份额采用前端收费模式收取基金申购费用。 投资者的申购费率见下
表：
申购金额 M（
含申购费）

表决意见
同意

从场内转托管至场外的基金份额，从场外赎回时，其持有期限从转托管转入确认
日开始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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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金管理人可以在不违反法律法规的情形下，确定赎回费用归入基金财
产的比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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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金管理人可以在法律法规、基金合同约定的范围内调整费率或收费方式，并最
迟应于新的费率或收费方式实施日前依照《信息披露办法》的有关规定在指定媒介
上公告。
基金销售机构可以在不违反法律法规规定及基金合同约定的情形下根据市场情
况制定基金促销计划，定期或不定期地开展基金促销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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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中对持续持有期少于 7 日的投资者收取不少于 1.5%的赎回费并全额
计入基金财产。 赎回费中扣除应归基金财产的部分后，其余用于支付登记费和其他必
要的手续费。
办理基金份额的场内申购、 赎回业务应遵守深圳证券交易所及中国证券登记结
算有限责任公司的有关业务规则。 若相关法律法规、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或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对场内申购、赎回业务规则有新的规定，基金合同相
应予以修改，并按照新规定执行，且此项修改无须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
3. 转换费
（1）本基金与嘉实中证锐联基本面 50 指数证券投资基金（LOF）A、嘉实沪深
300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LOF）A、嘉实中证中期企业债指数
证券投资基金（LOF）A/C 类场外基金份额之间互相转换时，基金转换费率采用“赎

回费 + 申购费率补差” 算法，计算公式如下：
净转入金额 ＝ B×C×(1－D)/（1+G）
转换补差费用 ＝ [B×C×(1－D)/（1+G）]×G
转入份额 ＝ 净转入金额 / E
其中， B 为转出的基金份额；
C 为转换申请当日转出基金的基金份额净值；
D 为转出基金的对应赎回费率；
G 为对应的申购补差费率， 当转出基金的申购费率 ≥ 转入基金的申购费率
时，则申购补差费率 G 为零；
E 为转换申请当日转入基金的基金份额净值。
（2）通过直销（直销柜台及网上直销）办理基金转换业务（“前端转前端” 的模
式）
转出基金有赎回费用的,收取该基金的赎回费用。 从 0 申购费用基金向非 0 申
购费用基金转换时,每次按照非 0 申购费用基金申购费用收取申购补差费；非 0 申
购费用基金互转时，不收取申购补差费用。
通过网上直销办理转换业务的， 转入基金适用的申购费率比照该基金网上直销
相应优惠费率执行。
基金转换份额的计算方式如下：
转出基金金额 = 转出份额×转出基金当日基金份额净值
转出基金赎回费用 = 转出基金金额×转出基金赎回费率
转换费用 = 转出基金赎回费用 + 申购补差费用
净转入金额 = 转出基金金额 - 转换费用
转入份额 = 净转入金额 / 转入基金当日基金份额净值
其中：① 若转出基金为 0 申购费用基金，则申购补差费用 = 转入基金申购费用，
即：
申购补差费用 = （转出基金金额 - 转出基金赎回费用）×转入基金申购费率÷
（1+
转入基金申购费率）
② 若转出基金为非 0 申购费用基金，则申购补差费用 =0
转出基金有赎回费用的， 收取的赎回费归入基金财产的比例不得低于转出基金
的基金合同及招募说明书的相关约定。
基金转换费由基金份额持有人承担。 基金管理人可以根据市场情况调整基金转
换费率，调整后的基金转换费率应及时公告。
基金管理人可以在不违背法律法规规定及基金合同约定的情形下根据市场情况
制定基金促销计划，针对以特定交易方式（如网上交易等）或在特定时间段等进行基
金交易的投资者定期或不定期地开展基金促销活动。 在基金促销活动期间，基金管理
人可以对促销活动范围内的投资者调低基金转换费率。
注：嘉实安心货币、嘉实中证中期企业债指数（LOF）、嘉实信用债券、嘉实新趋
势灵活配置混合、嘉实超短债、嘉实多元收益债券、嘉实周期优选混合、嘉实逆向策略
股票、嘉实快线货币基金 A、嘉实货币、嘉实新兴产业股票、嘉实稳华纯债债券、嘉实
债券、嘉实纯债债券有单日单个基金账户的累计申购（转入）限制，嘉实增长混合、嘉
实服务增值行业混合暂停申购和转入业务， 具体请参见嘉实基金网站刊载的相关公
告。 定期开放类基金在封闭期内无法转换。
（三）不列入基金费用的项目
下列费用不列入基金费用：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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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处理与基金运作无关的事项发生的费用；
3、《基金合同》生效前的相关费用；
4、其他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中国证监会的有关规定不得列入基金费用的项目。
（四）基金税收
本基金运作过程中涉及的各纳税主体，其纳税义务按国家税收法律、法规执行。
十四、对招募说明书更新部分的说明
本招募说明书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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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开募
集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流动性风险管理规定》及其它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结合本
基金管理人在本基金合同生效后对本基金实施的投资经营情况， 对本基金原招募说
明书进行了更新。 主要更新内容如下：
1.在“
重要提示” 部分：明确了更新招募说明书内容的截止日期及有关财务数据
的截止日期。
2.在“
三、基金管理人” 部分：更新了基金管理人的相关信息。
3.在“
四、基金托管人” 部分：更新了基金托管人的相关信息。
4.在“
五、相关服务机构” 部分：更新了代销机构信息。
5.在“
九、基金份额的申购与赎回” 部分：根据相关公告更新了申购赎回、基金转
换的相关内容。
6.在“
十、基金的投资” 部分：补充了本基金最近一期投资组合报告内容。
7.在“
十一、基金的业绩” ：基金业绩更新 2018 年 6 月 30 日。
8.在“
二十三、其他应披露事项” 部分：列示了本基金自 2018 年 3 月 29 日至 2018
年 9 月 29 日，本基金刊登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的临时报
告。
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8 年 11 月 10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