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摩根士丹利华鑫科技领先 B139

摩根士丹利华鑫量化多策略 B137

摩根士丹利华鑫量化配置 B135

摩根士丹利华鑫深证300 B140/定

摩根士丹利华鑫卓越成长 B134

南方MSCI国际通ETF B364

南方安康 B365

南方安泰 B366

南方安享绝对收益 B367

南方安裕A B349,B351

南方创业板ETF B368

南方多利增强A B369

南方丰元信用增强A B370

南方改革机遇 B371

南方共享经济 B372

南方和元A B373

南方互联网+ B374

南方积极配置 B375

南方基金 B35

南方绩优成长A B350,B351

南方开元沪深300ETF B376

南方理财14天A B377

南方利达A B378

南方量化成长 B379

南方隆元产业主题 B380

南方品质优选 B381

南方乾利 B382

南方全天候策略A B383

南方日添益A B384

南方荣年定期开放A B385

南方融尚再融资主题精选 B386

南方瑞利 B387

南方瑞祥A B353,B355

南方上证380ETF B388

南方深成ETF联接A B389

南方收益宝A B390

南方双元A B391

南方顺康 B392

南方天天宝A B393

南方天天利A B354,B355

南方稳健成长 B394

南方现代教育 B395

南方祥元A B3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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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福海峡（平潭）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注销募集资金专户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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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中福海峡（平潭）发展股份有限公司非

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15]2337号）核准，公司于2015年11月向9名

特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股票118,483,412股，发行价格为16.88元/股，募集资金总

额为1,999,999,994.56元， 扣除发行费用34,450,000.00元， 募集资金净额为1,965,

549,994.56元。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上述募集资金情况进行了

验证，出具了瑞华验字[2015]40030022号《验资报告》。本次募集资金拟投资于以

下项目：

单位：亿元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投资总额 拟使用募集资金额

1

平潭海天福地美丽乡村暨旅游休闲度假区综合开发启动项

目

13.74 11.00

2 平潭海峡医疗园区建设项目（一期） 4.45 4.00

3 补充流动性资金及偿还银行贷款 5.00 5.00

合计 23.19 20.00

二、募集资金存放和管理情况

公司分别于2018年6月15日和2018年7月2日召开第九届董事会2018年第九

次

会议和2018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

资项目的议案》，同意将原拟投入平潭海天福地·美丽乡村综合旅游（启动区）

项目子项目一一旅游综合体建设项目的募集资金90,000万元中的9,000万元用于

投资漳州中福新材料有限公司日产575立方米超薄型纤维板项目，27,780万元用

于归还银行贷款，剩余募集资金则继续存放于相应的募集资金专户中。（具体内

容详见2018年6月16日和2018年7月3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和《证券时报》的【2018-064】号、【2018-066】号和【2018-074】号公告。）

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的规

定，公司全资子公司漳州中福木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漳州中福木业” ）及其

全资子公司漳州中福新材料有限公司已分别在福建海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福州

杨桥支行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 （账号分别为 100056699620010001和

100055680720010002），并与保荐机构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福建海峡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福州杨桥支行签订募集资金四方监管协议。 根据募集资金四方

监管协议规定， 在福建海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福州杨桥支行开设的募集资金账

户（账号分别为100056699620010001和100055680720010002）仅用于漳州中福新

材料有限公司日产575立方米超薄型纤维板项目建设募集资金的存储与使用，不

得用作其他用途。（具体内容详见2018年7月13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www.

cninfo.com.cn）和《证券时报》的【2018-076】号公告。）

三、本次募集资金专户注销情况

截止账户注销日， 漳州中福木业在福建海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福州杨桥支

行开设的100056699620010001募集资金专户中的募集资金已全部使用完毕，并

办理了账户注销手续。

特此公告。

中福海峡（平潭）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三月二十六日

证券代码： 603386� � � �证券简称： 广东骏亚 公告编号：2019-023

广东骏亚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延期回复《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查一次反馈意见通知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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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东骏亚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9年2月22日收

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出具的《中国证监会行

政许可项目审查一次反馈意见通知书》（190142号）（以下简称“反馈意见” ）。

中国证监会依法对公司提交的《广东骏亚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上市公司发行

股份购买资产核准》行政许可申请材料进行了审查，现需要公司就有关问题作

出书面说明和解释， 并在30个工作日内向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受理部门提交书

面回复意见。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2019年2月23日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披露的《广东骏亚：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查一次反馈

意见通知书》、《广东骏亚关于收到〈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查一次反馈意

见通知书〉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016）。

收到反馈意见后，公司立即组织各中介机构就相关问题进行了认真研究和

讨论。截至目前，公司和各中介机构正在积极进行反馈意见的答复工作。鉴于反

馈意见中部分所列事项还需进一步核查和落实，且以上事项的完成仍需一定时

间，预计无法在 30�个工作日内向中国证监会提交书面回复意见。鉴于此，公司

已向中国证监会申请延期回复，申请延迟至2019年5月14日之前向中国证监会提

交本次反馈意见的书面回复。

公司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事项尚需通过商务部并购安全审查

以及取得中国证监会核准，能否获得上述审核通过及最终通过审核的时间存在

不确定性，公司将根据上述相关事项进展情况，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

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上海证券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

com.cn），有关公司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刊登的公告为准，敬请广

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广东骏亚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3月27日

京投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一期)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的公告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债券上市的有关规定，京投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发行的

京投发展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一期)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

公司债券上市条件，将于2019年3月27日起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市场集中竞价

系统和固定收益证券综合电子平台上市，并面向合格投资者交易。债券相关要

素如下：

债券名称 京投发展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一期)

债券简称 19京发G1

债券代码 155247

信用评级 主体AA，债项AAA

评级机构 联合信用评级有限公司

是否可参与质押式回购 是

质押券代码（如可质押） 154247

发行总额（亿元） 10

债券期限 5年（3+2）

票面年利率（%） 3.99

利息种类： 附息式固定利率

付息频率： 按年付息

发行日： 2019年3月13日-2019年3月14日

起息日： 2019年3月14日

上市日： 2019年3月27日

到期日： 2024年3月14日

发行价格： 100元

京投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公章）

年 月 日

方正富邦中证50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

基金合同生效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19年3月27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方正富邦中证50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

基金简称 方正富邦中证500ETF联接

基金主代码 006656

基金运作方式 契约型开放式

基金合同生效日 2019年3月26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方正富邦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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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以及《方正富邦中证50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联接基金基金合同》、《方正富邦中证50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招募说明

书》等

下属基金份额的基金简称 方正富邦中证500ETF联接A 方正富邦中证500ETF联接C

下属基金份额的交易代码 006656 006657

2�基金募集情况

基金募集申请获中国证监会核准的文号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8】1822号

基金募集期间 自2019年3月4日至2019年3月22日止

验资机构名称 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募集资金划入基金托管专户的日期 2019年3月26日

募集有效认购总户数（单位：户） 3,791

份额级别 方正富邦中证500ETF联接A

方正富邦中证500ETF联

接C

合计

募集期间净认购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96,015,566.57 125,431,833.72 221,447,400.29

认购资金在募集期间产生的利息（单位：人民币元） 55,611.59 74,289.21 129,900.80

募集份额 （单

位：份）

有效认购份额 96,015,566.57 125,431,833.72 221,447,400.29

利息结转的份额 55,611.59 74,289.21 129,900.80

合计 96,071,178.16 125,506,122.93 221,577,301.09

募集期间基金

管理人运用固

有资金认购本

基金情况

认购的基金份额（单位：份） 0.00 0.00 0.00

占基金总份额比例 0.00% 0.00% 0.00%

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 - -

募集期间基金

管理人的从业

人员认购本基

金情况

认购的基金份额（单位：份） 0.00 21,888.88 21,888.88

占基金总份额比例 0.0000% 0.0174% 0.0099%

募集期限届满基金是否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办理基金

备案手续的条件

是

向中国证监会办理基金备案手续获得书面确认的日期 2019年3月26日

注：

1、本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基金投资和研究部门负责人持有本基金

基金份额总量的数量区间为0；

2、本基金的基金经理持有本基金基金份额总量的数量区间为0；

3、单一份额类别的募集期间基金管理人运用固有资金认购本基金

或募集期间基金管理人的从业人员认购本基金占基金总份额比例的计

算方法为： 基金管理人运用固有资金或基金管理人的从业人员认购的

单一份额类别的基金份额占该份额类别基金份额数的比例；

4、募集期间基金管理人运用固有资金认购本基金或募集期间基金

管理人的从业人员认购本基金占基金总份额的合计比例的计算方法

为： 基金管理人运用固有资金或基金管理人的从业人员认购的基金份

额占基金合计份额数的比例；

5、按照有关法律规定，本次基金募集期间所发生的律师费、会计师

费、信息披露费等费用由基金管理人承担，不从基金财产中列支。

3�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1） 基金销售机构对认购申请的受理并不代表该申请一定成功，

而仅代表销售机构确实接收到认购申请。 认购申请的确认以登记机构

的确认结果为准。投资者可以到销售机构的网点查询交易确认情况，也

可以通过本基金管理人的客户服务电话（400-818-0990）查询交易确

认情况。

（2） 基金管理人自基金合同生效之日起不超过3个月开始办理申

购，具体业务办理时间在相关公告中规定。基金管理人自基金合同生效

之日起不超过3个月开始办理赎回，具体业务办理时间在相关公告中规

定。在确定申购开始与赎回开始时间后，基金管理人应在申购、赎回开

放日前依照《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进行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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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的过往业绩

并不代表其未来表现。 基金管理人管理的其他基金的业绩不构成新基

金业绩表现的保证。投资者投资本基金时，应认真阅读相关基金合同、

招募说明书等文件，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方正富邦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9年3月27日

问：投资者咨询，参与深交所新股网上申购的具体时间？

答： 根据 《深圳市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发行实施细

则》（

2018

年修订）第十一条规定：深交所接受新股申购申报

的时间为

T

日 （

T

日为网上申购日）

9

：

15-11

：

30

、

13

：

00-15:

00

。

问：投资者咨询，账户中持有的 B 股市值是否会计入新

股申购额度？ 有何依据？

答：不计入。证监会《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第十一条

规定，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持有一定数量非限售股份的投资者

才能参与网上申购。本所《深圳市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发

行实施细则》（

2018

年修订）第三条规定，持有深圳市场非限

售

A

股和非限售存托凭证总市值

1

万元以上 （含

1

万元）的

投资者方可参与网上发行。

问：参与新股网下发行的投资者，获配股份以后应使用哪

家银行账户进行缴款及具体的缴款时间？

答： 根据 《深圳市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发行实施细

则》（

2018

年修订）第二十七条规定：

T+2

日（

T

日为网下申购

日，下同）

8

：

30-16

：

00

，网下投资者应根据发行价格和其管理

的配售对象获配股份数量， 从配售对象在协会备案的银行账

户向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网下发行专户足额划付认购资金，

认购资金应当于

T+2

日

16

：

00

前到账。

（免责声明：本栏目问答仅为投资者教育之目的而发布，

不构成投资建议。 投资者据此操作，风险自担。 深圳证券交易

所力求本栏目问答所涉及信息准确可靠，但并不对其准确性、

完整性和及时性作出任何保证， 对因使用本栏目问答引发的

损失不承担责任。 本音频由全景网提供技术支持。 ）

2019年 3 月 27 日 星期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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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达宏利绝对收益 B326,B327

泰达宏利启智灵活 B324

泰达宏利市值优选 B337

泰达宏利泰和养老(FOF) B338

泰达宏利溢利A B339

泰达宏利转型机遇 B340

泰康安益纯债债券 B240

泰康宏康回报 B239

泰康沪港深价值优选 B241

泰康景泰回报混合 B243

泰康睿利量化混合 B244

泰康现金管家 B242

泰康新机遇 B238

泰康中证港股通大消费 B17,B18,B19,B20

泰康资管 B79

泰信基金 B75

天弘安康颐养 B155

天弘策略精选A B156

天弘弘利 B157

天弘互联网 B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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