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sclosure 信息披露
（上接B177版）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前十名股票中不存在流通受限情况。
5.11.6投资组合报告附注的其他文字描述部分
由于四舍五入的原因，分项之和与合计项之间可能存在尾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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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述基金业绩指标不包括持有人认购或交易基金的各项费用， 计入费用后实际收益水平要低
于所列数字。
阶

净值增
长率①

段

净值增长率
标准差②

-6.34%

2018年9月27日至2018年12月31日

业绩比较基准
收益率③

业绩比较基准收益率
标准差④

-8.82%

1.37%

0.90%

①－③

④从前端（比例费率）收费基金转出，转入其他不收取申购费用的基金
情形描述： 投资者将其持有的某一前端收费基金的基金份额转换为本公司管理的其他不收取
申购费用的基金基金份额，且转出基金申购费率适用比例费率。
费用收取方式：不收取申购费用。
业务举例：详见“
（5）业务举例” 中例四。
⑤从前端（固定费用）收费基金转出，转入其他前端（比例费率）收费基金
情形描述： 投资者将其持有的某一前端收费基金的基金份额转换为本公司管理的其他前端收
费基金基金份额，且转出基金申购费率适用固定费用，转入基金申购费率适用比例费率。
费用收取方式： 收取的申购费率＝转入基金的前端申购费率最高档－转出基金的前端申购费
率最高档，最低为0。
（5）业务举例” 中例五。
业务举例：详见“
⑥从前端（固定费用）收费基金转出，转入其他前端（固定费用）收费基金
情形描述： 投资者将其持有的某一前端收费基金的基金份额转换为本公司管理的其他前端收费基
金基金份额，且转出基金和转入基金的申购费率均适用固定费用。
费用收取方式：收取的申购费用＝转入基金申购费用－转出基金申购费用，最低为0。
（5）业务举例” 中例六。
业务举例：详见“
⑦从前端（固定费用）收费基金转出，转入其他后端收费基金
情形描述： 投资者将其持有的某一前端收费基金的基金份额转换为本公司管理的其他后端收
费基金基金份额，且转出基金申购费率适用固定费用。
费用收取方式：前端收费基金转入其他后端收费基金时，转入的基金份额的持有期将自转入的
基金份额被确认之日起重新开始计算。
业务举例：详见“
（5）业务举例” 中例七。
⑧从前端（固定费用）收费基金转出，转入其他不收取申购费用的基金
情形描述： 投资者将其持有的某一前端收费基金的基金份额转换为本公司管理的其他不收取
申购费用的基金基金份额，且转出基金申购费率适用固定费用。
费用收取方式：不收取申购费用。
业务举例：详见“
（5）业务举例” 中例八。
⑨从后端收费基金转出，转入其他前端（比例费率）收费基金
情形描述： 投资者将其持有的某一后端收费基金的基金份额转换为本公司管理的其他前端收
费基金基金份额，且转入基金申购费率适用比例费率。
费用收取方式： 收取的申购费率＝转入基金的前端申购费率最高档－转出基金的前端申购费
率最高档，最低为0。
业务举例：详见“
（5）业务举例” 中例九。
⑩从后端收费基金转出，转入其他前端（固定费用）收费基金
情形描述： 投资者将其持有的某一后端收费基金的基金份额转换为本公司管理的其他前端收
费基金基金份额，且转入基金申购费率适用固定费用。
费用收取方式：如果转入基金的前端申购费率最高档比转出基金的前端申购费率最高档高，则
收取的申购费用为转入基金适用的固定费用；反之，收取的申购费用为0。
（5）业务举例” 中例十。
业务举例：详见“
⑾从后端收费基金转出，转入其他后端收费基金
情形描述： 投资者将其持有的某一后端收费基金的基金份额转换为本公司管理的其他后端收
费基金基金份额。
费用收取方式：后端收费基金转入其他后端收费基金时，转入的基金份额的持有期将自转入的
基金份额被确认之日起重新开始计算。
（5）业务举例” 中例十一。
业务举例：详见“
⑿从后端收费基金转出，转入其他不收取申购费用的基金
情形描述： 投资者将其持有的某一后端收费基金的基金份额转换为本公司管理的其他不收取
申购费用的基金基金份额。
费用收取方式：不收取申购费用。
（5）业务举例” 中例十二。
业务举例：详见“
⒀从不收取申购费用的基金转出，转入其他前端（比例费率）收费基金
情形描述： 投资者将其持有的某一不收取申购费用基金的基金份额转换为本公司管理的其他
前端收费基金基金份额，且转入基金申购费率适用比例费率。
费用收取方式：收取的申购费率=转入基金的申购费率－转出基金的销售服务费率×转出基金
的持有时间（单位为年），最低为0。
（5）业务举例” 中例十三。
业务举例：详见“
⒁从不收取申购费用基金转出，转入其他前端（固定费用）收费基金
情形描述： 投资者将其持有的某一不收取申购费用基金的基金份额转换为本公司管理的其他
前端收费基金基金份额，且转入基金申购费率适用固定费用。
费用收取方式：收取的申购费用=固定费用－转换金额×转出基金的销售服务费率×转出基金
的持有时间（单位为年），最低为0。
业务举例：详见“
（5）业务举例” 中例十四。
⒂从不收取申购费用的基金转出，转入其他后端收费基金
情形描述： 投资者将其持有的某一不收取申购费用基金的基金份额转换为本公司管理的其他
后端收费基金基金份额。
费用收取方式：不收取申购费用的基金转入其他后端收费基金时，转入的基金份额的持有期将
自转入的基金份额被确认之日起重新开始计算。
（5）业务举例” 中例十五。
业务举例：详见“
⒃从不收取申购费用的基金转出，转入其他不收取申购费用的基金
情形描述： 投资者将其持有的某一不收取申购费用基金的基金份额转换为本公司管理的其他
不收取申购费用的基金基金份额。
费用收取方式：不收取申购费用。
（5）业务举例” 中例十六。
业务举例：详见“
⒄对于货币基金的基金份额转出情况的补充说明
对于货币型基金，每当有基金新增份额时，均调整持有时间，计算方法如下：
调整后的持有时间=原持有时间×原份额/（原份额+新增份额）
（4）上述费用另有优惠的，从其规定。
基金管理人可以在法律法规和本基金合同规定范围内调整基金转换的有关业务规则。
（5）业务举例
例一：假定投资者在T日转出1,000份甲基金基金份额（前端收费模式），该日甲基金基金份额
净值为1.200元。甲基金前端申购费率最高档为1.5%，赎回费率为0.5%。
①若T日转入乙基金（前端收费模式），且乙基金适用的前端申购费率最高档为2.0%，该日乙基
金基金份额净值为1.300元。则转出基金费用、转入基金费用及份额计算如下：

②－④

2.48%

-0.47%

十三、费用概览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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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师费和诉讼费；
5、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费用；
6、基金的证券、期货交易费用(包括但不限于经手费、印花税、证管费、过户费、手续费、券商佣
金、权证交易的结算费、证券/期货账户相关费用及其他类似性质的费用等)；
7、基金的银行汇划费用；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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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中国证监会允许的前提下， 本基金可以从基金财产中计提销售服务费， 不需召开持有人大
会，具体计提方法、计提标准在招募说明书或相关公告中载明。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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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0%年费率计提。管理费的计算方法如下：
H＝E×1.5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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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基金管理人与基金托管人核对一致
后，由基金托管人于次月首日起2-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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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休假等，支付日期顺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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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金托管费每日计提，逐日累计至每月月末，按月支付。经基金管理人与基金托管人核对一致
后，由基金托管人于次月首日起2-5个工作日内从基金财产中一次性支取。若遇法定节假日、公休日
等，支付日期顺延。
上述“
（一）基金费用的种类” 中第3－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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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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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销售费用
1、申购费与赎回费
（1）本基金申购费由申购人承担，用于市场推广、销售、登记结算等各项费用。投资者在申购本
基金时需交纳前端申购费，费率按申购金额递减，具体如下：
申购金额（含申购费）

前端申购费率

50万元以下

1.5%

50万元以上（含50万元）-200万元以下

1.2%

200万元以上（含200万元）-500万元以下

0.8%

500万元以上（含500万元）

每笔1,000.00元

（2）本基金赎回费由赎回人承担，在投资者赎回基金份额时收取。费率随基金份额的持有期限
的增加而递减，具体如下：
持有期限

赎回费率

7天以内

1.5%

7天以上（含7天）-30天以内

0.75%

30天以上（含30天）-365天以内

0.5%

365天以上（含365天）

0

对于赎回时份额持有不满30天的，收取的赎回费全额计入基金财产；对于赎回时份额持有满30
天不满90天收取的赎回费，将不低于赎回费总额的75%计入基金财产；对于赎回时份额持有满90天
不满180天收取的赎回费，将不低于赎回费总额的50%计入基金财产；对赎回时份额持有期长于180
天（含180天）收取的赎回费，将不低于赎回费总额的25%计入基金财产。
（3）基金管理人可以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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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基金管理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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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以特定交易方式（如网上交易、移动客户端交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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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相关监管部门要求履行必要手续后，基金管
理人可以适当调低基金申购费率、赎回费率。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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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监管部门、自律规则的规定。
2、申购份额与赎回金额的计算方式
（1）申购份额的计算
申购费用适用比例费率时，申购份额的计算方法如下：
净申购金额＝申购金额/（1＋前端申购费率）
前端申购费用＝申购金额－净申购金额
申购份额＝净申购金额/T日基金份额净值
申购费用为固定金额时，申购份额的计算方法如下：
前端申购费用＝固定金额
净申购金额＝申购金额－前端申购费用
申购份额＝净申购金额/T日基金份额净值
基金份额按照四舍五入方法，保留小数点后两位，由此误差产生的损失由基金财产承担，产生
的收益归基金财产所有。
例一：假定T日的基金份额净值为1.2300元，四笔申购金额分别为1,000.00元、100万元、200万元
和500万元，则各笔申购负担的前端申购费用和获得的基金份额计算如下：
申购1
申购金额（元，a）

申购2

1,000.00

适用前端申购费率（b）
净申购金额（c=a/（1+b））

1,000,000.00
1.2%

0.8%

988,142.29

1,984,126.98

14.78

11,857.71

0.5%

转出基金费用（E=C*D）

6.00

转入基金T日基金份额净值（J）
转入基金份额（K=H/J）

1.2300

1.2300

1.2300

申购份额（f=c/e）

800.99

803,367.72

1,613,111.37

基金份额净值（d）

1.2300

申购份额（e=c/d）

转换金额（F=C-E）

4,064,227.64

本报告期末
总资产

19,000,335,132.7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上年度末

0.5%

转出基金费用（E=C*D）

6.50

转换金额（F=C-E）

转入基金T日基金份额净值（I）

转换金额（F=C-E）
转入时收取申购费率（G）

项目

12,000,000.00

转出基金赎回费率（D）

0.5%

净转入金额（H=F/（1+G））

项目

转入基金份额（K=H/J）

1,000-500=500.00

净转入金额（H=F-G）

转入基金份额（J=H/I）

9,184,230.77

转出基金T日基金份额净值（B）

转出基金T日基金份额净值（B）

转入基金费用（G）

1.200

转出总金额（C=A*B）
转出基金赎回费率（D）

0.5%

转出基金费用（E=C*D）

转入基金份额（J=H/I）

60,000.00

转换金额（F=C-E）

1,000.00

净转入金额（H=F-G）

11,939,000.00

转入基金T日基金份额净值（I）

9,184,615.38

例七：假定投资者在2010年3月15日成功提交了基金转换申请，转出持有的前端收费基金甲10,
000,000份，转入后端收费基金乙，甲基金申购费率适用固定费用，该日甲、乙基金基金份额净值分别
为1.200、1.500元。2010年3月16日这笔转换确认成功。甲基金适用赎回费率为0.5%。则转出基金费用、
转入基金费用及份额计算如下：

11,940,000.00

转入基金费用（G）

项目

1.300

转入基金份额（J=H/I）

9,183,846.15

转出基金T日基金份额净值（B）

转出基金赎回费率（D）

费用计算
10,000,000.00

转出基金T日基金份额净值（B）

1.200

转出总金额（C=A*B）

净转入金额（H=F-G）

0.5%

转出基金费用（E=C*D）

2.59
比上年同期增减(%)

5,735,049.01

-239,103,907.23

102.40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363,770,556.74

216,920,394.84

67.7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63,208,847.26

251,176,471.66

-35.0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47,605,809.70

195,759,006.80

-24.6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83

2.94

减少1.11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1

0.16

-31.25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1

0.16

-3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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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50

合计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15,603,037.56

单位：股
股东总数（户）

155,928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期末持股
数量

股东名称（全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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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无

0

国家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56,043,062

3.62

0

无

0

国有法人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40,988,800

2.65

0

无

0

国有法人

刘振伟

8,706,300

0.56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证500交
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7,875,709

0.51

0

无

0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证上海改
革发展主题交易型开放式指数发起式证券
投资基金

7,545,100

0.49

0

无

0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证上海国
企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3,949,116

0.25

0

无

0

其他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2,370,241

0.15

0

无

0

境外法人

非货币性资产交换损益

陈冀庚

1,752,400

0.11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资产的损益

博时基金－农业银行－博时中证金融资产
管理计划

1,630,600

无

0

其他

单位：元
本期金额

币种：人民币
说明

-406,708.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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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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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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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11

0

2019年3月31日

2018年12月31日

增减额

增减变动
比例（%）

原因

货币资金

1,437,889,005.49

2,728,152,409.65

-1,290,263,404.16

-47.29

本期公司偿还超短期融资券，同时为提
高存量资金效益购买理财产品，使得期
末货币资金有所减少。

其他

交易性金融资产

99,284,563.47

-

99,284,563.47

100.00

2019年1月1日起本公司施行新金融工
具准则，根据新准则规定，上期比较数
据不调整。

其他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
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

-

23,255,294.30

-23,255,294.30

-100.00

2019年1月1日起本公司施行新金融工
具准则，根据新准则规定，上期比较数
据不调整。

其他应收款

298,786,346.92

189,576,273.35

109,210,073.57

57.61

公司本期应收股权投资回收款有所增
加。

预付款项

11,028,526.87

6,691,756.73

4,336,770.14

64.81

公司本期预付水电费有所增加。

种类

数量

上海张江（集团）有限公司

786,036,600

人民币普通股

786,036,600

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无关的或有事项产生的损益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56,043,062

人民币普通股

56,043,062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40,988,800

人民币普通股

40,988,800

刘振伟

8,706,300

人民币普通股

8,706,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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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证50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
资基金

单独进行减值测试的应收款项、合同资产减值准备转回
2,083,349.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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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0,056.51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9,317,939,936.98
4,581,264,062.7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年初至报告期末
营业收入

999,185,685.97

621,683,231.29

377,502,454.68

60.72

公司本期理财产品购买金额有所增加。

-

1,813,889,898.10

-1,813,889,898.10

-100.00

2019年1月1日起本公司施行新金融工
具准则，根据新准则规定，上期比较数
据不调整。

其他非流动金融资产

1,821,075,532.65

-

1,821,075,532.65

100.00

2019年1月1日起本公司施行新金融工
具准则，根据新准则规定，上期比较数
据不调整。

在建工程

6,295,182.58

3,369,261.35

2,925,921.23

86.84

公司本期新增尚未完工结转的自用办
公楼装修支出。

7,875,709

7,545,100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证上海国企交易型开放式指数
证券投资基金

3,949,116

人民币普通股

3,949,116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2,370,241

人民币普通股

2,370,241

陈冀庚

1,752,400

人民币普通股

1,752,400

博时基金－农业银行－博时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1,630,600

人民币普通股

1,630,600

人民币普通股

长期待摊费用

21,174,572.40

15,405,464.72

5,769,107.68

37.45

公司本期新增完工结转的经营性资产
装修支出。

短期借款

1,100,000,000.00

794,000,000.00

306,000,000.00

38.54

公司本期增加短期银行借款规模，以补
充流动资金需要。

应付职工薪酬

7,048,099.87

19,546,553.80

-12,498,453.93

-63.94

本期公司支付上年末计提的工资奖金。

其他流动负债

-

1,021,750,000.00

-1,021,750,000.00

-100.00

本期公司到期偿还2018年度发行的第
一期超短期融资券本金及利息。

-110.16

2019年1月1日起本公司施行新金融工
具准则，原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金融资
产公允价值变动金额，计入期初未分配
利润。

7,545,100

其他综合收益

3.1.2

-40,932,569.13

403,021,983.87

-443,954,553.00

费用构成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重大变化的原因分析

8,891,519,265.49

3.37%

宏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一季度报告

公司代码：600885

168.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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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东总数（户）

10026

比上年同期增减（%）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1,624,891,318.81

1,595,901,229.86

1.82%

157,495,547.56

166,856,452.38

-5.6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49,963,585.03

159,083,097.59

-5.73%

公司简称：宏发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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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格投资有限公司

255,614,029

34.32 0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质押

131,740,000

冻结

3,587,091

股东性质

境内非国有法人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
流通股的数量

原因

营业收入

363,770,556.74

216,920,394.84

146,850,161.90

67.70

30,392,684.52

886,258.29

29,506,426.23

3329.33

公司本期房产销售收入较上年同期增加，相应的土地
增值税增加。

资产减值损失

250,168.36

6,535,724.89

-6,285,556.53

-96.17

公司本期计提的应收账款坏账准备较上年同期减少。

投资收益

75,712,838.17

277,342,923.72

-201,630,085.55

72.70

公司本期按权益法确认的长期股权投资收益较上年
同期下降幅度较大，同时本期金融资产投资转让收益
亦较上年同期有所下降。

公允价值变动
收益

28,082,941.74

-4,945,303.73

33,028,245.47

667.87

公司本期持有的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
损益的金融资产的市价总体有所上升，而上年同期则
为市价下降。

公司本期房产销售收入较上年同期增加。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2019年1-3月

2018年1-3月

增减额

增减变动比例（%）

经营性现金
净流量

5,735,049.01

-239,103,907.23

244,838,956.24

102.40

-322,241,951.04

89,200,503.44

-411,442,454.48

-461.26

主要原因为本期公司为提高存量资金效益
增加理财产品投资力度，而上年同期则为理
财产品净收回。

-3599.41

主要原因为公司本期归还2018年发行的超短
期融资券本金及利息。

筹资性现金
净流量

-966,254,967.73

-26,119,189.85

-940,135,777.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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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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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名称

股票代码：600895

股票简称：张江高科

2019年4月29日

编号：临2019-023

上海张江高科技园区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第一季度房地产业务主要经营
数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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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行业信息披露指引第二号一一房地产（2015年修订）》要求，特此公告
上海张江高科技园区开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 ）2019年第一季度房地产业务相关经营数据。
1. 2019年1-3 月，公司无新增房地产项目储备。
2. 2019年1-3 月，公司房地产业务无新开工和竣工项目。
3. 2019年1-3 月，公司房地产业务实现合同销售面积4,021.38平方米；实现合同销售金额 1.54亿元，同
比增加 1,353.62%。
4. 2019年3 月末，公司出租房地产总面积124.4万平方米；公司房地产业务取得租金总收入1.73亿元，同
比增长2.89%。
特此公告
上海张江高科技园区开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4 月 30日

2019年03月31
2018年12月31日
日

增长额

增幅

20,782.25

4,868.96

15,913.29

326.83%

主要系本期往来款项较期初增加所致

其他流动资产

30,258.96

15,080.86

15,178.10

100.64%

主要系公司购买理财产品较年初增加

长期待摊费用

9,590.40

6,640.92

2,949.48

44.41%

主要系子公司装修工程增加导致

应付票据

24,689.36

18,846.80

5,842.56

31.00%

主要系公司自开银行承兑汇票据增加所致

应付职工薪酬

14,016.18

28,305.15

-14,288.97

-50.48%

主要系上年末计提员工奖金报告期内支付
完毕

应交税费

8,240.59

4,123.52

4,117.07

99.84%

主要系期末应交增值税及所得税较期初增
加所致

资产减值损失

914.02

500．00

414.02

82.80% 主要系子公司政府拆迁款增加所致

境内非国有法人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国泰金鹰增长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0,388,846

人民币普通股

10,388,846

境内非国有法人

上海高毅资产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高毅晓峰2号致信基金

10,235,115

人民币普通股

10,235,115

全国社保基金四零六组合

18,523,563

2.49 0

无

境内非国有法人

挪威中央银行－自有资金

8,152,534

人民币普通股

8,152,534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兴全合宜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8,096,096

人民币普通股

8,096,096

本期金额
54,361.44
10,846,687.43
1,330,535.24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3,034,972.89

所得税影响额

-1,664,648.69
7,531,962.53

说明

国有法人

无

境内非国有法人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国泰金鹰增长灵活配
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0,388,846

1.39 0

无

境内非国有法人

上海高毅资产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高
毅晓峰2号致信基金

10,235,115

1.37 0

无

境内非国有法人

挪威中央银行－自有资金

8,152,534

1.09 0

无

境外法人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兴全合宜灵活配置混
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8,096,096

1.09 0

无

境内非国有法人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50,864.87

-17,017.04

-33,847.83

-198.91%

主要系本期购买理财产品支出较上年同期
增加所致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6,854.13

17,030.47

9,823.66

57.68%

主要系本期取得银行借款较上年同期增加
所致

10,836,529

无

无

32,885.31

13,552,980

人民币普通股

无

1.46 0

-19,531.75

18,523,563

人民币普通股

10,836,529

11.86 0

1.82 0

13,353.56

人民币普通股

13,552,980

中信信托有限责任公司－中信信托锐进43期高毅晓峰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12.64 0

10,836,52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8,523,563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88,353,091

13,552,980

-108.82% 主要系汇率波动远期结售汇实际交割损失

全国社保基金四零六组合

94,174,613

中信信托有限责任公司－中信信托锐进43期高
毅晓峰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1772.91% 主要系汇率波动远期结售汇月末评估收益

-535.96

投资收益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2,757.05

492.51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88,353,091

联发集团有限公司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公司第一大股东与其他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除此
之外，公司未知其他社会公众股股东之间存在关联关系
或属于《上市公司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规定的
一致行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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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明

155.51

94,174,613

人民币普通股

-4.55%

主要系受外币汇率波动影响，其他综合收益
较上年同期减少

-43.45

人民币普通股

88,353,091

-4.55%

-74.72%
增幅

2,912.56

94,174,613

减少0.66个百分点

-829.45
增长额
-839.57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0.22

1,110.05
2018年1-3月
1,460.82

联发集团有限公司

0.22

280.60
2019年1-3月
621.25

255,614,029

4.15

说明

其他应收款

人民币普通股

0.21

币种：人民币

刘樱

日期

255,614,029

0.21

单位：元

上海张江高科技园区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有格投资有限公司

3.49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适用 □不适用

原因
主要原因为本期房产销售收现较上年同期
有所增加,同时上年同期支付项目前期开发
暂付款，本期无此类支出。

投资性现金
净流量

项目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合计

增减变动
比例（%）

税金及附加

数量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增减额

其他综合收益

股份种类及数量
种类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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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1-3月

长期应付款

单位：股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2019年1-3月

单位：人民币万元

比上年同期增减(%)

-195,317,497.73

项目

项目

4.80%

4,432,062,973.77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865.80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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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夏潜龙精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更新）依据《基金法》、《运作办法》、《销售办
法》、《信息披露办法》、基金合同及其他法律法规的要求，对本基金管理人于2018年8月14日刊登的
本基金招募说明书进行了更新，主要更新内容如下：
（一）更新了“
三、基金管理人” 中相关内容。
四、基金托管人” 中相关内容。
（二）更新了“
（三）更新了“
五、相关服务机构” 中相关内容。
（四）更新了“
六、基金的募集” 中相关内容。
七、基金合同的生效” 中相关内容。
（五）更新了“
（六）更新了“
八、基金份额的申购、赎回与转换” 中相关内容。
（七）在“九、基金的投资” 中增加了“基金投资组合报告” 相关内容，该部分内容均按有关规
定编制。
（八）增加了“
十、基金的业绩” 的相关内容，该部分内容均按有关规定编制，并经托管人复核。
（九）更新了“
十九、基金合同的内容摘要” 中相关内容。
（十）更新了“
二十、基金托管协议的内容摘要” 中相关内容。
二十一、对基金份额持有人的服务” 中相关内容。
（十一）更新了“
二十二、其他应披露事项” ，披露了自基金合同生效以来涉及本基金的相关公
（十二）增加了“
告。
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一九年四月三十日

项目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133,535,580.72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证上海改革发展主题交易型开
放式指数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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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郭满金、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刘圳田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林江河保证季
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1.4 本公司第一季度报告未经审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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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初至报告期末

7,875,709

其他流动资产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股份种类及数量

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
股的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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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东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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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1 资产构成与上年末相比发生重大变化的原因分析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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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553,122.84

上海张江（集团）有限公司与其他股东之间无关联关系，也不属于一
致行动人。公司未知其他流通股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5,106,758.01

50.7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855.07

转入基金份额（I=G/H）

公司简称：张江高科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786,036,600

总资产

1.500

转入基金份额（N=L/M）

公司代码：600895

上海张江（集团）有限公司

上年度末

0.00
1,282.61

转入基金T日基金份额净值（M）

7,96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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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适用 □不适用

本报告期末

1,282.61

净转入金额（L=J-K）

上海张江高科技园区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所得税影响额

年初至报告期末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转入基金费用（K）

若投资者在2011年1月1日赎回乙基金，则赎回时乙基金持有期在1年之内，适用后端申购费率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营业收入

对外委托贷款取得的损益

转换金额（J=C-I）

1.500

3.1.3 现金流量构成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重大变化的原因分析

8,763,965,807.44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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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衍生金融资产、交易性金
融负债、衍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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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衍生金融资产、交易性
金融负债、衍生金融负债和其他债权投资取得的投资收益

17.39

-3.36

8,991,121,408.04

项目

10.89

转出基金费用（I=E+H）

1,298.70

转入基金T日基金份额净值（H）

单位：人民币（元）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1.0%

后端申购费（H=A×F×G/（1+G））

0.00

1.500

转入基金份额（J=H/I）

11,940,000.00

6.50

0.00

净转入金额（G=E-F）

9,035,000.75

0.5%

1.30
1,298.70

转入基金费用（F）

1.300

1.100

0.1%

转换金额（F=C-E）

11,745,500.98

1.300

1.300
1,300.00

转出基金费用（E=C*D）

0.00

1,300.00

1,000.00

转出基金赎回费率（D）

254,499.02

1,000.00

费用计算

转出总金额（C=A*B）

11,745,500.98

适用后端申购费率（G）

11,940,000.00

转入基金T日基金份额净值（I）

60,000.00

转换金额（F=C-E）

11,940,000.00

转入基金费用（G）

12,000,000.00

转出基金赎回费率（D）

60,000.00

转换金额（F=C-E）

项目

转出基金T日基金份额净值（B）

194,499.02

费用计算

1,022.92

转出份额（A）

1.8%

申购日转出基金基金份额净值（F）

0.5%

转出基金费用（E=C*D）

转出份额（A）

0.5%

赎回费（E=C*D）

12,000,000.00

11.88

例十六：假定投资者在T日转出不收取申购费用基金甲1,000份，转入不收取申购费用基金乙。T
日甲、乙基金基金份额净值分别为1.300、1.500元。甲基金赎回费率为0.1%。则转出基金费用、转入基
金费用及份额计算如下：

1.100

转出基金赎回费率（D）

1.200

转出总金额（C=A*B）

1.0%

后端申购费（P=J*H*O/（1+O））

60,000.00

转出基金T日基金份额净值（B）

10,000,000.00

5.20

适用后端申购费率（O）

赎回金额（Q=L-N-P）

1.200
12,000,000.00

项目

费用计算

0.5%

赎回费（N=L*M）

10,000,000.00

转出份额（A）

1,040.00

赎回费率（M）

费用计算

转出总金额（C=A*B）

转出份额（A）

②若T日转入丙基金（前端收费模式），且丙基金适用的申购费用为1,000元，丙基金前端申购
费率最高档为1.2%，该日丙基金基金份额净值为1.300元。则转出基金费用、转入基金费用及份额计
算如下：
项目

1.300

1.300

赎回总金额（L=J*K）

例十一：假定投资者在2010年3月15日成功提交了基金转换申请，转出持有期为3年的后端收费
基金甲1,000份，转入后端收费基金乙，转出时适用甲基金后端申购费率为1.0%，该日甲、乙基金基金
份额净值分别为1.300、1.500元。2010年3月16日这笔转换确认成功。申购当日甲基金基金份额净值为
1.100元，适用赎回费率为0.5%。则转出基金费用、转入基金费用及份额计算如下：

11,940,000.00

转入基金T日基金份额净值（I）

800.00

赎回日基金份额净值（K）

9,034,231.52

转入基金份额（N=L/M）

0.00

净转入金额（H=F-G）

12,000,000.00

费用计算

赎回份额（J）

1.300

转入基金T日基金份额净值（M）

11,940,000.00

800.00

项目

1,000.00

净转入金额（L=J-K）

60,000.00

转换金额（F=C-E）
10,000,000.00

1.500

转入基金份额（I=G/H）

11,744,500.98

转出基金费用（I=E+H）

1,200.00

若投资者在2013年9月15日赎回乙基金，则赎回时乙基金持有期为3年半，适用后端申购费率为
1.0%，且乙基金赎回费率为0.5%，该日乙基金基金份额净值为1.300元。则赎回金额计算如下：

11,745,500.98

后端申购费（H=A×F×G/（1+G））

转入基金费用（K）

转出基金费用（E=C*D）

费用计算

1.8%

254,499.02

0.5%

转出基金赎回费率（D）

0.00

转入基金T日基金份额净值（H）

194,499.02

转换金额（J=C-I）

1,200.00

转入基金费用（F）
净转入金额（G=E-F）

转出基金费用（I=E+H）

12,000,000.00

0.00

转换金额（E=C-D）

1.100

后端申购费（H=A×F×G/（1+G））

1.200
1,200.00

转出基金费用（D）

0.5%

申购日转出基金基金份额净值（F）

1.200

转出总金额（C=A*B）

1,000

转出总金额（C=A*B）

60,000.00

赎回费（E=C*D）

10,000,000.00

费用计算

转出基金T日基金份额净值（B）

1.200

适用后端申购费率（G）

转出份额（A）

项目

12,000,000.00

转出基金赎回费率（D）

费用计算

9,230,758.69

例十五：假定投资者在2010年3月15日成功提交了基金转换申请，转出持有60天的不收取申购
费用基金甲1,000份，转入后端收费基金乙，该日甲、乙基金基金份额净值分别为1.200、1.500元。2010
年3月16日这笔转换确认成功。此时转出甲基金不收取赎回费。则转出基金费用、转入基金费用及份
额计算如下：
转出份额（A）

转出总金额（C=A*B）

②若T日转入丙基金（前端收费模式），甲基金适用的申购费用为1,000元，丙基金适用的申购
费用为500元，该日丙基金基金份额净值为1.300元。则转出基金费用、转入基金费用及份额计算如
下：

1.300

转入基金份额（K=I/J）

费用计算

转出基金T日基金份额净值（B）

1.300

13.70
11,999,986.30

转入基金T日基金份额净值（J）

903.50

转出份额（A）

11,939,500.00

转入基金T日基金份额净值（I）

1,000.00

净转入金额（I=E-H）

1.300

项目

0.3%

转入基金费用（H=G-E*F*转出基金的持有时间（单位为年））

10,000,000.00

11,940,000.00

0.00
12,000,000.00

转入基金申购费用（G）

0.00

②若T日转入丙基金（前端收费模式），且丙基金适用的申购费用为1,000元，丙基金前端申购
费率最高档为1.2%，该日丙基金基金份额净值为1.300元。则转出基金费用、转入基金费用及份额计
算如下：

60,000.00

项目

0.00%

转入基金份额（N=L/M）

0.5%

转出基金费用（E=C*D）

1.200
12,000,000.00

销售服务费率（F）

1,174.55

转入基金T日基金份额净值（M）

12,000,000.00

918.46

转出份额（A）

转换金额（E=C-D）

净转入金额（L=J-K）

1.200

转出基金赎回费率（D）

例二：假定投资者在T日转出10,000,000份甲基金基金份额（前端收费模式），甲基金申购费率
适用比例费率，该日甲基金基金份额净值为1.200元。甲基金前端申购费率最高档为1.5%，赎回费率
为0.5%。
①若T日转入乙基金（前端收费模式），且乙基金适用的申购费用为1,000元，乙基金前端申购
费率最高档为2.0%，该日乙基金基金份额净值为1.300元。则转出基金费用、转入基金费用及份额计
算如下：

25.45
1,174.55

转入基金费用（K）

转出总金额（C=A*B）

转入基金费用（G）

转出基金费用（D）

转换金额（J=C-I）

10,000,000.00

6.00

19.45

适用后端申购费率（G）

费用计算

转出份额（A）

转换金额（F=C-E）

转出总金额（C=A*B）

后端申购费（H=A×F×G/（1+G））

申购日转出基金基金份额净值（F）

例六：假定投资者在T日转出10,000,000份甲基金基金份额（前端收费模式），该日甲基金基金
份额净值为1.200元。甲基金赎回费率为0.5%。
①若T日转入乙基金（前端收费模式），甲基金适用的申购费用为500元，乙基金适用的申购费
用为1,000元，该日乙基金基金份额净值为1.300元。则转出基金费用、转入基金费用及份额计算如
下：

0.5%

1.8%

赎回费（E=C*D）

9,184,615.38

10,000,000.00

适用后端申购费率（G）

转出基金赎回费率（D）

1.300

转入基金份额（K=H/J）

费用计算

转出份额（A）
转出基金T日基金份额净值（B）

转出总金额（C=A*B）

0.00

转入基金T日基金份额净值（J）

项目

6.00

转出基金T日基金份额净值（B）

11,940,000.00

转入基金费用（I=F-H）

1.300
906.05

1.100

转出份额（A）

0.00%

22.14

转入基金T日基金份额净值（K）

0.5%

项目

11,940,000.00

转入时收取申购费率（G）

转入基金费用（J=E-I）

申购日转出基金基金份额净值（F）

60,000.00

转换金额（F=C-E）

1,177.86

例十四：假定投资者在T日转出持有期为10天的不收取申购费用基金甲10,000,000份，转入前端
收费基金乙。T日甲、乙基金基金份额净值分别为1.200、1.300元。甲基金销售服务费率为0.3%，此时
转出不收取赎回费。乙基金适用固定申购费1,000.00元。则转出基金费用、转入基金费用及份额计算
如下：

例十：假定投资者在T日转出10,000,000份持有期为半年的甲基金基金份额（后端收费模式），
转出时适用甲基金后端申购费率为1.8%，该日甲基金基金份额净值为1.200元。甲基金前端申购费率
最高档为1.5%，赎回费率为0.5%。申购日甲基金基金份额净值为1.100元。
①若T日转入乙基金（前端收费模式），且乙基金适用的申购费用为1,000元，乙基金前端申购
费率最高档为2.0%，该日乙基金基金份额净值为1.300元。则转出基金费用、转入基金费用及份额计
算如下：

1.200

转出总金额（C=A*B）

1.88%

净转入金额（I=E/（1+H））

1.200

转入基金份额（O=L/N）

10,000,000.00

转出基金T日基金份额净值（B）

2.0%

收取的申购费率（H=G-F*转出基金的持有时间（单位为年））

1,200.00

转入基金T日基金份额净值（N）

费用计算

转出份额（A）

转入基金申购费率（G）

1,000.00

转入基金费用（M=J-L）

②若T日转入丙基金（前端收费模式），且丙基金申购费率适用比例费率，丙基金前端申购费率
最高档为1.0%，该日丙基金基金份额净值为1.300元。则转出基金费用、转入基金费用及份额计算如
下：

0.3%

转入基金份额（L=I/K）

净转入金额（L=J/（1+K））

9,157,143.95

0.00
1,200.00

销售服务费率（F）

费用计算

转入时收取申购费率（K）

1.300

转入基金份额（K=H/J）

1.200
1,200.00

转换金额（E=C-D）

899.01

转换金额（J=C-I）

35,712.86

转入基金T日基金份额净值（J）

1,000.00

转出基金费用（D）

5.84

转出基金费用（I=E+H）

11,904,287.14

转入基金费用（I=F-H）

1.300

项目

1.5%-1.2%=0.3%

净转入金额（H=F/（1+G））

费用计算

转出总金额（C=A*B）

1.300

赎回费（E=C*D）

11,940,000.00

788.74

转出基金T日基金份额净值（B）

1,168.71

转出基金赎回费率（D）

60,000.00

1.500

项目

1,174.55

转出总金额（C=A*B）

0.5%

0.00
1,183.11

转出份额（A）

2.0%-1.5%=0.5%

转出基金T日基金份额净值（B）

12,000,000.00

转出基金费用（E=C*D）

25.45

转出份额（A）

1.200

转出基金赎回费率（D）

转出基金费用（I=E+H）

转入基金份额（O=L/N）

10,000,000.00

转出总金额（C=A*B）

19.45

项目

1,183.11

转入基金费用（K）

②若T日转入丙基金（前端收费模式），且丙基金适用的前端申购费率最高档为1.2%，该日丙基
金基金份额净值为1.300元。则转出基金费用、转入基金费用及份额计算如下：

费用计算

转出基金T日基金份额净值（B）

后端申购费（H=A×F×G/（1+G））

转入基金T日基金份额净值（N）

例五：假定投资者在T日转出10,000,000份甲基金基金份额（前端收费模式），甲基金申购费率
适用固定费用，该日甲基金基金份额净值为1.200元。甲基金前端申购费率最高档为1.2%，赎回费率
为0.5%。
①若T日转入乙基金（前端收费模式），且乙基金申购费率适用比例费率，乙基金前端申购费率
最高档为1.5%，该日乙基金基金份额净值为1.300元。则转出基金费用、转入基金费用及份额计算如
下：
项目

1.8%

转入基金费用（M=J-L）

862.33

转出份额（A）

1.100

适用后端申购费率（G）

净转入金额（L=J/（1+K））

1.500

转入基金份额（J=H/I）

16.89

转入基金份额（N=L/M）

6.00

申购日转出基金基金份额净值（F）

转入时收取申购费率（K）

1,293.50

10.89

转出基金费用（I=E+H）

例十三：假定投资者在T日转出持有期为146天的不收取申购费用基金甲1,000份，转入前端收费
基金乙。T日甲、乙基金基金份额净值分别为1.200、1.300元。甲基金销售服务费率为0.3%，此时转出
不收取赎回费。乙基金适用申购费率为2.0%。则转出基金费用、转入基金费用及份额计算如下：

0.5%

转换金额（J=C-I）

0.00

净转入金额（H=F-G）

1.0%

后端申购费（H=A×F×G/（1+G））

转换金额（J=C-I）

1.200

赎回费（E=C*D）

1,293.50

转入基金费用（G）

0.00

转入基金T日基金份额净值（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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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出基金赎回费率（D）

适用后端申购费率（G）

转入基金T日基金份额净值（M）

1,200.00

转出基金赎回费率（D）

1,300.00

1.100

净转入金额（L=J-K）

转出总金额（C=A*B）

1.300

转出总金额（C=A*B）

6.00

申购日转出基金基金份额净值（F）

1,000.00

转出基金T日基金份额净值（B）

1,000.00

转出基金T日基金份额净值（B）

0.5%

赎回费（E=C*D）

费用计算

转出份额（A）

费用计算

1.200
1,200.00

转出基金赎回费率（D）

1.500

项目

1,000.00

转出总金额（C=A*B）

8,623,333.33

1,020.64

转出份额（A）

1,194.00

转入基金费用（I=F-H）

19,660,340,618.82

14.16

费用计算

转出基金T日基金份额净值（B）

例九：假定投资者在T日转出1,000份持有期为半年的甲基金基金份额（后端收费模式），转出
时适用甲基金后端申购费率为1.8%，该日甲基金基金份额净值为1.200元。甲基金前端申购费率最高
档为1.5%，赎回费率为0.5%。申购日甲基金基金份额净值为1.100元。
①若T日转入乙基金（前端收费模式），且乙基金适用的前端申购费率最高档为2.0%，该日乙基
金基金份额净值为1.300元。则转出基金费用、转入基金费用及份额计算如下：

例四：假定投资者在T日转出前端收费基金甲1,000份，转入不收取申购费用基金乙。T日甲、乙
基金基金份额净值分别为1.300、1.500元。甲基金赎回费率为0.5%。则转出基金费用、转入基金费用及
份额计算如下：

0.00%

净转入金额（H=F/（1+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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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刘樱、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卢缨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王颖保证季度报告
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1.4 本公司第一季度报告未经审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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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后端申购费（P=K*I*O/（1+O））
赎回金额（Q=M-N-P）

1,194.00

转入时收取申购费率（G）

（2）赎回金额的计算
赎回金额的计算方法如下：
赎回金额＝赎回份额×T日基金份额净值
赎回费用＝赎回金额×赎回费率
净赎回金额＝赎回金额-赎回费用
例二：假定某投资者在T日赎回10,000.00份，持有期限半年，该日基金份额净值为1.2500元，则其
获得的净赎回金额计算如下：
赎回金额=10,000.00×1.2500=12,500.00元
赎回费用=12,500.00×0.5%=62.50元
净赎回金额=12,500.00-62.50=12,437.50元
（3）T日的基金份额净值在当日收市后计算，并在T+1日公告，计算公式为计算日基金资产净
值除以计算日基金份额余额。基金份额净值的计算保留到小数点后4位，小数点后第5位四舍五入。
如遇特殊情况，经中国证监会同意，可以适当延迟计算或公告。
3、基金转换费用
（1）基金转换费：无。
（2）转出基金费用：按转出基金赎回时应收的赎回费收取，如该部分基金采用后端收费模式购
买， 除收取赎回费外， 还需收取赎回时应收的后端申购费。 转换金额指扣除赎回费与后端申购费
（若有）后的余额。
（3）转入基金费用：转入基金申购费用根据适用的转换情形收取，详细如下：
①从前端（比例费率）收费基金转出，转入其他前端（比例费率）收费基金
情形描述： 投资者将其持有的某一前端收费基金的基金份额转换为本公司管理的其他前端收
费基金基金份额，且转出基金和转入基金的申购费率均适用比例费率。
费用收取方式： 收取的申购费率＝转入基金的前端申购费率最高档－转出基金的前端申购费
率最高档，最低为0。
（5）业务举例” 中例一。
业务举例：详见“
②从前端（比例费率）收费基金转出，转入其他前端（固定费用）收费基金
情形描述： 投资者将其持有的某一前端收费基金的基金份额转换为本公司管理的其他前端收
费基金基金份额，且转出基金申购费率适用比例费率，转入基金申购费率适用固定费用。
费用收取方式：如果转入基金的前端申购费率最高档比转出基金的前端申购费率最高档高，则
收取的申购费用为转入基金适用的固定费用；反之，收取的申购费用为0。
（5）业务举例” 中例二。
业务举例：详见“
③从前端（比例费率）收费基金转出，转入其他后端收费基金
情形描述： 投资者将其持有的某一前端收费基金的基金份额转换为本公司管理的其他后端收
费基金基金份额，且转出基金申购费率适用比例费率。
费用收取方式：前端收费基金转入其他后端收费基金时，转入的基金份额的持有期将自转入的
基金份额被确认之日起重新开始计算。
（5）业务举例” 中例三。
业务举例：详见“

适用后端申购费率（O）

项目

12,935,000.00

转入基金份额（J=H/I）

15.21
1,090.82

转出份额（A）

0.00

转入基金T日基金份额净值（I）

0.00

1.2%

例十二：假定投资者在T日转出持有期为3年的后端收费基金甲1,000份，转入不收取申购费用
基金乙。T日甲、 乙基金基金份额净值分别为1.200、1.500元。 申购当日甲基金基金份额净值为1.100
元，赎回费率为0.5%，转出时适用甲基金后端申购费率为1.0%。则转出基金费用、转入基金费用及份
额计算如下：

12,935,000.00

转入基金费用（G）

1.300

5.56

适用后端申购费率（T）

赎回金额（V=Q-S-U）

65,000.00

转换金额（F=C-E）

1,034.80

赎回费用（N）

0.5%

赎回费（S=Q*R）

后端申购费（U=O*M*T/（1+T））

0.5%

净转入金额（H=F-G）

赎回总金额（M=K*L）

1.200

转出基金费用（E=C*D）

1,000.00
4,999,000.00

转出基金费用（E=C*D）

赎回日基金份额净值（L）

1,200.00

转出基金赎回费率（D）

5,000,000.00

净申购金额（c=a-b）

796.00

796.00

项目

1.300

1.300
1,111.59

13,000,000.00

1.500

费用计算

赎回份额（K）

1,000.00

转出总金额（C=A*B）

10,000,000.00

转出基金赎回费率（D）

转出基金T日基金份额净值（B）

转出基金T日基金份额净值（B）

申购4

前端申购费（b）

项目

费用计算

转出总金额（C=A*B）

若投资者在2011年1月1日赎回乙基金，则赎回时乙基金持有期在1年之内，适用后端申购费率
为1.2%，此时赎回乙基金不收取赎回费，该日乙基金基金份额净值为1.300元。则赎回金额计算如下：

费用计算

转出份额（A）

若该投资者申购金额为500万元，则申购负担的前端申购费用和获得的基金份额计算如下：
申购金额（元，a）

转入基金份额（J=H/I）

141,581.03
10,206,418.97

项目

1,194.00

转入基金T日基金份额净值（I）

913.89

赎回费率（R）

转出基金T日基金份额净值（B）

0.00

净转入金额（H=F-G）

②若T日转入丙基金（前端收费模式），且丙基金适用的前端申购费率最高档为1.2%，该日丙基
金基金份额净值为1.300元。则转出基金费用、转入基金费用及份额计算如下：

1.2%

转出份额（A）

1,194.00

转入基金费用（G）

1.300

0.00

适用后端申购费率（O）

6.00

转换金额（F=C-E）

5.94

项目

0.5%

转出基金费用（E=C*D）

1,188.06

赎回费用（N）

例八：假定投资者在T日转出前端收费基金甲10,000,000份，转入不收取申购费用基金乙，甲基
金申购费率适用固定费用。T日甲、 乙基金基金份额净值分别为1.300、1.500元。 甲基金赎回费率为
0.5%。则转出基金费用、转入基金费用及份额计算如下：

1,200.00

转出基金赎回费率（D）

2.0%-1.5%=0.5%

净转入金额（H=F/（1+G））

15,873.02

基金份额净值（e）

转出总金额（C=A*B）

1,194.00

转入时收取申购费率（G）

转入基金费用（I=F-H）

1.5%

1.200

855.07

赎回总金额（Q=O*P）

赎回金额（Q=M-N-P）

费用计算

赎回日基金份额净值（P）

10,348,000.00

后端申购费（P=K*I*O/（1+O））
1,000.00

转出基金T日基金份额净值（B）

1,200.00

转换金额（F=C-E）

2,000,000.00

费用计算

转出份额（A）

项目
赎回份额（O）

1.300

赎回总金额（M=K*L）

例三： 假定投资者在2010年3月15日成功提交了基金转换申请， 转出持有的前端收费基金甲1,
000份，转入后端收费基金乙，该日甲、乙基金基金份额净值分别为1.200、1.500元。2010年3月16日这
笔转换确认成功。甲基金适用赎回费率为0.5%。则转出基金费用、转入基金费用及份额计算如下：

若投资者在2012年9月15日赎回乙基金，则赎回时乙基金持有期为2年半，适用后端申购费率为
1.2%,且乙基金赎回费率为0.5%，该日乙基金基金份额净值为1.300元。则赎回金额计算如下：

7,960,000.00

赎回日基金份额净值（L）

9,184,615.38

项目

费用计算

赎回份额（K）

1.300

转入基金份额（J=H/I）

1.200

转出基金赎回费率（D）

项目

11,940,000.00

转入基金T日基金份额净值（I）

1,000.00

转出总金额（C=A*B）

为1.2%，此时赎回乙基金不收取赎回费，该日乙基金基金份额净值为1.300元。则赎回金额计算如下：

0.00

净转入金额（H=F-G）

转出基金费用（E=C*D）

转出基金T日基金份额净值（B）

B1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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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入基金费用（G）

费用计算

转出份额（A）

申购3

985.22

前端申购费（d=a-c）

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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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47% 主要系应收款项坏账计提较上年同期减少

主要原因系本期自开票据到期付现较上年
168.37% 同期减少、销售回款及税收返还较上年同期
增加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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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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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名称 宏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郭满金
日期 2019年4月29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