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前海开源顺和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变更基金经理的公告

公告日期：2019年7月16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前海开源顺和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前海开源顺和债券

基金主代码 004290

基金管理人名称 前海开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基金管理公司投资管理人员管理指导意见》

基金经理变更类型 增聘基金经理

新任基金经理姓名 吴彦

共同管理本基金的其他基金经理姓名 刘静

2�新任基金经理的相关信息

新任基金经理姓名 吴彦

任职日期 2019年7月15日

证券从业年限 7年

证券投资管理从业年限 7年

过往从业经历

2012年至2014年任财达证券固定收益部债券研究员，2014年4月加盟前海开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现任公司固定收益本

部基金经理。

其中：管理过公募基金的名称及期间

基金

主代码

基金名称 任职日期 离任日期

- - - -

是否曾被监管机构予以行政处罚或采取行政监管措施 否

是否已取得基金从业资格 是

取得的其他相关从业资格 无

国籍 中国

学历、学位 研究生、硕士

是否已按规定在中国基金业协会注册/登记 是

3�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本次基金经理调整事宜已按规定向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办理相关手续，并报中国证

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深圳监管局备案。

前海开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9年7月16日

证券代码：002249� � � �证券简称： 大洋电机 公告编号： 2019-063

中山大洋电机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重大资产重组业绩承诺

补偿款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根据中山大洋电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与西藏升安能实业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西藏升安能” ）、西藏安乃达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西藏安乃达” ）、鲁楚平先生签

署的 《业绩补偿协议》、《业绩补偿协议之补充协议 （一）》 和 《业绩补偿协议之补充协议

（二）》，以及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关于上海电驱动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度业绩承诺实现情况的专项审核报告》（XYZH/2019SZA20203），西藏升安能、西藏安

乃达、鲁楚平先生应在收到公司关于承担补偿义务事宜的书面通知之日起30个工作日内，将应

补偿的现金金额一次性汇入公司指定的账户。具体情况详见公司于2019年4月27日在《中国证

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 和巨潮资讯网上披露的 《关于重大资产重组之标的资产

2018年度业绩承诺实现情况的说明及致歉公告》。

公司已于2019年7月15日收到西藏安乃达支付的2018年度业绩补偿款49,570,314.39元。西

藏安乃达截止2018年度的业绩承诺补偿义务已履行完毕。根据企业会计准则规定，上述业绩补

偿金额已记入公司2018年度财务报表的利润表“营业外收入”科目。

特此公告。

中山大洋电机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9年7月16日

证券代码：002208� � � �证券简称：合肥城建 公告编号：2019059

合肥城建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获得

安徽省国资委批复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合肥城建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拟发行股份购买合肥工投工业科技

发展有限公司100%股权， 同时拟向不超过10名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本

次交易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

公司于2019年7月15日收到安徽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安

徽省国资委” ） 印发的《省国资委关于合肥城建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收购合肥工

投工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100%股权并募集配套资金重大资产重组有关事项的批复》（皖国

资产权函【2019】338号），安徽省国资委原则同意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方案。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尚需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尚需经中国证监

会核准；交易各方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尚需履行其他必要的审批/备案程序（如适用）。

公司将积极推进相关工作，并严格按照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

资者关注相关公告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合肥城建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九年七月十五日

汇丰晋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

参加中信证券、中信证券（山东）、中信期货费率优惠的公告

为答谢广大客户长期以来给予的信任与支持，经与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

信证券” ）、中信证券（山东）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中信证券（山东）” ）、中信期货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中信期货” ）协商一致，汇丰晋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

决定旗下基金参加中信证券、中信证券（山东）、中信期货的费率优惠。现将具体费率优惠情况

公告如下：

一、费率优惠

1、费率优惠内容

自2019年7月16日起，投资者通过中信证券、中信证券（山东）、中信期货申(认)购本公司旗

下基金，申(认)购费率不设折扣限制，具体折扣费率以中信证券、中信证券（山东）、中信期货页

面公示为准，但折扣不低于1折，原申（认）购费率为固定费率的，将不再享有折扣优惠，按原申

（认）购费率执行。基金原费率请详见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更新）等法律文件，以及本公司

发布的最新业务公告。

费率优惠期限内，如本公司新增通过中信证券、中信证券（山东）、中信期货代销的基金产

品，则自该基金产品开放申（认）购当日起，将同时开通该基金上述费率优惠。

2、费率优惠期限

以中信证券、中信证券（山东）、中信期货官方网站所示公告为准。

二、重要提示

1、本费率优惠仅适用于我司产品在中信证券、中信证券（山东）、中信期货处于正常申购

期的基金产品的前端收费模式的申购手续费（含定期定额申购业务产生的申购手续费）及处

于基金募集期的基金认购费。

2、本费率优惠仅适用于我司产品在中信证券、中信证券（山东）、中信期货申（认）购业务

的手续费，不包括基金赎回、转换业务等其他业务的手续费。

3、费率优惠解释权归中信证券、中信证券（山东）、中信期货所有，有关费率优惠的具体规

定如有变化，敬请投资者留意前述代销机构的有关规定。

4、费率优惠期间，业务办理的流程以中信证券、中信证券（山东）、中信期货的规定为准。

投资者欲了解基金产品的详细情况，请仔细阅读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法律文件。

三、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了解或咨询相关情况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95558

网址:� www.citics.com

中信证券(山东)有限责任公司

客服电话：95548

公司网址：www.zxzqsd.com

中信期货有限公司

公司网站：www.citicsf.com

客服电话：400-990-8826

汇丰晋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司网站：www.hsbcjt.cn

客户服务电话：021-203768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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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但不保证本基金一

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基金的过往业绩及其净值高低并不预示其未来业绩表现，基金管

理人管理的其他基金的业绩不构成对新基金业绩表现的保证。投资有风险，敬请投资者在投资

基金前认真阅读《基金合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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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管理人提醒投资人基金投资的“买

者自负” 原则，在做出投资决策后，基金运营状况与基金净值变化引致的投资风险，由投资人

自行负担。敬请投资人在购买基金前认真考虑、谨慎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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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保证投资人获得收益，也不是替代储蓄的等效理财方式。

特此公告。

汇丰晋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9年7月16日

证券代码：603005� � � �证券简称：晶方科技 公告编号：2019-038

苏州晶方半导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持股5%以上股东减持股份结果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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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股东持股的基本情况： 本次减持计划实施前，Engineering� and� IP� Advanced�

Technologies� Ltd.（以下简称“EIPAT” ）持有公司股份33,890,269股，占公司总股本234,191,

955股的14.47%。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EIPAT持有公司股份29,206,431股， 占公司总股本234,

191,955股的12.47%。

● 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情况：公司于2019年7月12日收到EIPAT发来的《关于股份减持

结果的告知函》。EIPAT自本次减持计划披露日（2019年1月10日）至本公告披露日，通过集中

竞价方式累计减持公司股份4,683,838股，占公司总股本的2.00%。本次减持计划时间已届满并

结束。

一、减持主体减持前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EIPAT 5%以上非第一大股东 33,890,269 14.47% IPO前取得：33,890,269股

上述减持主体无一致行动人。

二、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

(一)大股东及董监高因以下事项披露减持计划实施结果：

披露的减持时间区间届满

股东名称 减持数量（股） 减持比例 减持期间 减持方式

减持价格区间

（元/股）

减持总金额（元） 减持完成情况

当前持股数量

（股）

当前持股比例

EIPAT 4,683,838 2% 2019/3/11～2019/7/9

集中竞价交

易

19.39－22.58 98,824,838.23

未完成：9,367,

679股

29,206,431 12.47%

(二)本次实际减持情况与此前披露的减持计划、承诺是否一致 √是 □否

(三)减持时间区间届满，是否未实施减持 □未实施 √已实施

(四)实际减持是否未达到减持计划最低减持数量（比例） □未达到 √已达到

(五)是否提前终止减持计划 □是 √否

特此公告。

苏州晶方半导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7/16

证券简称：海联金汇 证券代码：002537� � � �公告编号：2019-081

海联金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注销部分募集资金专项账户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的真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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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监许可[2016]1341号）批准，海联金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 ）以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方式发行A股股票73,120,406股，每股发

行价格为25.58元，募集配套资金1,870,419,985.48元，扣除发行有关费用后，募集资金净额为1,

832,304,525.67元，公司已对募集资金采取了专户存储制度。上述募集资金到位情况已经信永中

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验证，并出具了《验资报告》（XYZH/2016JNA10338)。

二、募集资金的存放及管理情况

为方便募集资金的使用及监管，进一步规范公司募集资金管理，保护中小投资者的权益，

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2015年修订）》的

规定以及公司制定的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有关规定，公司、公司全资子公司联动优势科技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联动优势” ）以及其下属子公司联动优势电子商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联

动商务” ）于2016年11月9日与开户银行、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发证券” ）签

订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募集资金四方监管协议》、《募集资金五方监管协议》（以下

简称 “监管协议” ），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16年11月10日在 《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

《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刊登的《关于签订募集资金

监管协议的公告》（公告编号：2016-108）。公司、联动优势、及其下属子公司青岛万金通达经

济信息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万金通达”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即墨支行、广发证

券经协商于2017年5月18日签订了《募集资金五方监管协议》，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17年5月

19日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

com.cn上刊登的《关于签订募集资金监管协议的公告》（公告编号：2017-067）。公司于2018年

12月29日与开户银行、广发证券签订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19

年1月3日在 《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 和巨潮资讯网www.

cninfo.com.cn上刊登的《关于签订募集资金监管协议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001）。

三、本次注销募集资金专项账户情况

1、账户名称：联动优势科技有限公司

开户银行：兴业银行青岛即墨支行

银行账号：522060100100120462

专户资金用途：跨境电商综合服务平台项目

2、账户名称：联动优势科技有限公司

开户银行：中国工商银行青岛即墨支行营业部

银行账号：3803028319200282255

专户资金用途：移动互联网智能融合支付云平台项目

在募集资金存放及使用期间，公司严格按照监管协议履行义务。根据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

四次会议和2018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 《关于募投项目结项暨使用部分节余募集资金回购

公司股份的议案》，并结合公司实际情况，进行归集募集资金。鉴于联动优势的兴业银行青岛

即墨支行 （账号 522060100100120462） 及中国工商银行青岛即墨支行营业部 （账号

3803028319200282255）内的募集资金已全部转至本公司的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岛延

安三路支行（账号37101984710051006439）。为减少管理成本，公司已办理完毕上述募集资金专

户的销户手续，联动优势、开户银行、广发证券签署的相关募集资金监管协议相应终止。除本次

注销的募集资金专户外，公司其他募集资金专户均处于正常使用状态，公司将继续加强对各募

集资金专项账户的管理。

特此公告。

海联金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7月15日

证券代码：002537� � � �证券简称：海联金汇 公告编号：2019-082

海联金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重大资产重组业绩补偿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海联金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 ）于2019年4月15日召开了第

四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重大资产重组业绩承

诺期间的业绩承诺实现的说明议案》， 联动优势科技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联动优势” ）

2016-2018年度累计实现的净利润数低于累计承诺净利润数，差额为4,123.82万元，详细信息见

公司于2019年4月16日披露于中国证券报、 上海证券报、 证券时报、 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上的《关于重大资产重组业绩承诺期间的业绩承诺实现的说明公

告》（公告编号：2019-043）。

根据北京博升优势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博升优势” ）与公司签署的《业绩补偿

协议》、《补充协议》规定，业绩承诺期满后，依据联动优势专项审核报告，若联动优势于业绩承

诺期间累计实现的联动优势实际净利润数低于累计的联动优势承诺净利润数， 则差额部分由

博升优势以现金方式在联动优势2018年专项审核报告出具之日起三个月内 （2019年7月14日

前）一次性对本公司进行补偿。若博升优势未能按照前述约定在联动优势2018年专项审核报告

出具之日起三个月内对公司进行现金补偿， 则博升优势应在本公司2018年年度报告出具之日

起四个月内（2019年8月14日前）通过减持本公司股份所得现金进行补偿。

公司于2019年7月10日收到博升优势出具的《股份减持计划告知函》，博升优势拟减持其

持有的本公司股份不超过37,420,056股，减持资金拟用于向本公司支付业绩补偿款及补充流动

资金，详细信息见公司于2019年7月11日披露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

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减持股份的预披露公

告》（公告编号：2019-079）。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尚未收到博升优势的现金补偿款。公司近日收到博升优势的书面

承诺，博升优势承诺将严格按照《业绩补偿协议》、《补充协议》的规定在公司2018年年度报告

出具之日起四个月内履行完毕业绩补偿义务。 公司也将积极督促博升优势严格按照业绩承诺

要求履行补偿义务，并按照相关规则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海联金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7月15日

证券代码：603214� � � �证券简称：爱婴室 公告编号：2019-054

上海爱婴室商务服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全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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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力涌商贸有限公司、浙江爱婴室物流有限公司

● 本次担保合计金额：10,000万元

●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否

● 本次担保金额在公司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关于预计2019年度为下属公

司提供担保事项的议案》（公告编号2019-042）授权范围内，无须再次提交董事会、股东大会

审议。

● 公司不存在对外担保逾期的情形

一、本次担保履行的内部决策程序

上海爱婴室商务服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

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预计2019年度为下属公司提供担保事项的议案》。公

司2019年度预计为全资子公司上海力涌商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力涌” ）、浙江爱婴室

物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江爱婴室” ）提供总额最高不超过人民币60,000万元的担保。具

体内容详见公司披露的 《上海爱婴室商务服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预计2019年度为下属公司

提供担保事项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028）。

二、本次担保情况

公司于近日获批的对外担保协议情况如下：

序号 被担保方 担保方 担保金额（万元） 融资机构/债权人 担保方式 审批情况

1 上海力涌 公司 5,000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宝山支

行

公司提供连带责任

保证

在公司2019年年度担保预计授权范

围内

2 浙江爱婴室 公司 5,000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嘉兴嘉善支行

公司提供连带保证

责任

在公司2019年年度担保预计授权范

围内

三、被担保人上海力涌情况概述

1、名称：上海力涌商贸有限公司

2、注册资本：1,000万元

3、法定代表人：戚继伟

4、公司住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浦东大道2123号3E一1158室

5、经营范围：电子商务（不得从事金融业务），设计、制作、利用自有媒体发布各类广告，

食用农产品、百货、服装、玩具、文教用品、电子产品、化工产品（除危险化学品、监控化学品、

民用爆炸物品、易制毒化学品）、塑料制品的销售,医疗器械经营，从事计算机软件、网络系统

上述专业技术领域的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服务，婴幼儿用品的租赁，摄影，健

身服务，咨询服务，母婴护理及配套服务（涉及经营资质的，应当办理资质），贸易经纪与代

理（除拍卖），会务服务，展览展示服务，票务代理，食品流通,附设分支机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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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与公司关系：系公司全资子公司

最近一年又一期主要财务数据如下（单位：万元）

上海力涌 2018年12月31日（经审计） 2019年3月31日（未经审计）

总资产 24,178.10 22,886.89

总负债 19,876.15 18,563.45

净资产 4,301.95 4,323.44

营业收入 107,518.62 26,730.86

净利润 2,003.80 36.42

四、被担保人浙江爱婴室情况概述

1、名称：浙江爱婴室物流有限公司

2、注册资本：9,500万元

3、法定代表人：施琼

4、公司住所：浙江省嘉兴市嘉善县惠民街道隆全路19号

5、经营范围：货运：普通货运；站场：货运站（场）经营（仓储理货）。食品、初级食用农产

品、日用百货、服装、玩具、文具、文教用品、电子产品、化工产品（不含危险化学品及易制毒化

学品）、塑料制品、一类医疗器械、二类医疗器械、五金制品、展示道具、音像制品、图书的销

售；设计、制作、利用自有媒体发布广告；会务服务；展览展示服务；商务信息咨询（除经纪）；

委托加工服装、纸制品、童车（床）、儿童安全座椅、塑料制品、五金制品、玩具；仓储服务（不

含危险化学品和易制毒化学品仓储）；第三方物流服务（不得从事运输）；电子商务（不得从

事增值电信、金融业务）；婴幼儿洗澡、游泳服务、室内儿童游乐服务（不含高危体育运动项

目及游艺）（以上限分支机构经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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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与公司关系：系公司全资子公司

最近一年又一期主要财务数据如下（单位：万元）

浙江爱婴室 2018年12月31日（经审计） 2019年3月31日（未经审计）

总资产 55,683 96,542

总负债 31,276 71,051

净资产 24,407 25,491

营业收入 174,327 40,460

净利润 6,576 849

五、担保预计使用情况

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批准自2018年年度

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召开之日止，公司2019年度为全资子公司上

海力涌商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力涌” ）、浙江爱婴室物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江

爱婴室” ）提供总额最高不超过人民币60,000万元的担保。上述额度使用情况如下：

授权情况 已使用额度 剩余额度

对上海力涌、浙江爱婴室提供总额最高不超过人民币60,000万元的担保 30,000万元 30,000万元

六、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对全资子公司提供的担保总额累计为35,000万元。公司及其全资子

公司不存在对外担保，也不存在逾期担保的情况。

特此公告。

上海爱婴室商务服务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9年7月16日

上海东方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旗下东方红中证竞争力指数发起式

证券投资基金增加部分渠道为

代理销售机构的公告

上海东方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经与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光大银行”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建设银行）协商，光大银行

自2019年7月16日起（含）、建设银行自2019年7月17日起（含）开始代理销售本公司旗下东方

红中证竞争力指数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简称“东方红中证竞争力指数” ，基金代码：“A

类份额：007657、C类份额:007658” ），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业务办理

自2019年7月16日起（含），投资者可通过光大银行办理东方红中证竞争力指数（基金代

码：A类份额：007657、C类份额:007658）的开户、认购、申购、赎回业务。相关业务办理具体流程

以光大银行的规定为准。

自2019年7月17日起（含），投资者可通过建设银行办理东方红中证竞争力指数（基金代

码：A类份额：007657、C类份额:007658）的开户、认购、申购、赎回业务。相关业务办理具体流程

以建设银行的规定为准。

二、咨询方式

投资者可以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情况：

（1）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95595

公司网站：www.cebbank.com

（2）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95533

公司网址：www.ccb.com

（3）上海东方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400-920-0808

公司网址：www.dfham.com

三、 重要提示

1、光大银行、建设银行的具体营业网点、业务办理方式及程序等，请投资者遵循光大银行、

建设银行的规定。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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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投资者欲了解基金的详细情况，请

于投资基金前应认真阅读基金的基金合同、更新的招募说明书等法律文件以及相关业务公告。

3、敬请投资者关注适当性管理相关规定，提前做好风险测评，并根据自身的风险承受能力

购买风险等级相匹配的产品。

本公告的解释权归上海东方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所有。

特此公告。

上海东方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一九年七月十六日

上海东方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关于

旗下东方红中证竞争力指数发起式证券

投资基金增加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为

代理销售机构的公告

根据上海东方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与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华泰证券” ）签署的销售代理协议，华泰证券自2019年7月17日起（含）开始代理

销售本公司旗下东方红中证竞争力指数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简称“东方红中证竞争力

指数” ，基金代码：“A：007657、C:007658” ），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业务办理

自2019年7月17日起（含），投资者可通过华泰证券办理东方红中证竞争力指数（代码：A：

007657、C:007658）的开户、认购、申购、赎回业务。相关业务办理具体流程以华泰证券的规定为

准。

二、咨询方式

投资者可以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情况：

（1）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95597

公司网站：www.htsc.com.cn

（2）上海东方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400-920-0808

公司网址：www.dfham.com

三、 重要提示

1、华泰证券的具体营业网点、业务办理方式及程序等，请投资者遵循华泰证券的规定。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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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投资者欲了解基金的详细情况，请

于投资基金前应认真阅读基金的基金合同、更新的招募说明书等法律文件以及相关业务公告。

3、敬请投资者关注适当性管理相关规定，提前做好风险测评，并根据自身的风险承受能力

购买风险等级相匹配的产品。

本公告的解释权归上海东方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所有。

特此公告。

上海东方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一九年七月十六日

景顺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景顺长城中证500交易型

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

基金经理变更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19年7月16日

1.�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景顺长城中证50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

基金简称 景顺长城中证500ETF联接

基金主代码 001455

基金管理人名称 景顺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基金经理变更类型 解聘基金经理

共同管理本基金的其他基金经理姓名 曾理

离任基金经理姓名 徐喻军

2.� �离任基金经理的相关信息

离任基金经理姓名 徐喻军

离任原因 公司投资部门工作安排

离任日期 2019年7月15日

是否转任本公司其他工作岗位

仍担任公司量化及指数投资部总监助理，景顺长城公司治理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景顺长城支柱产业混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景顺长城优质成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景顺长城中证TMT15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景顺长城研究精

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景顺长城领先回报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景顺长城中证TMT15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

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景顺长城中证500行业中性低波动指数型证券投资基金、景顺长城睿成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景顺长城量化平衡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景顺长城泰恒回报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景顺长城

MSCI中国A股国际通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景顺长城MSCI中国A股国际通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联接基金、景顺长城中证500指数增强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经理。

是否已按规定在中国基金业协会办理变更手续 是

3.� �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上述事项已按规定向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办理相应手续， 并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

委员会深圳监管局备案。

景顺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景顺长城量化先锋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经理变更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19年7月16日

1.�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景顺长城量化先锋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景顺长城量化先锋混合

基金主代码 006201

基金管理人名称 景顺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基金经理变更类型 增聘基金经理

新任基金经理姓名 徐喻军

共同管理本基金的其他基金经理姓名 黎海威

2.� �新任基金经理的相关信息

新任基金经理姓名 徐喻军

任职日期 2019年7月16日

证券从业年限 9年

证券投资管理从业年限 9年

过往从业经历

2010年7月至2012年3月担任安信证券风险管理部风险管理专员。2012年3月加入本公司， 担任量化及ETF投资部

ETF专员；自2014年4月起担任量化及指数投资部基金经理，现担任量化及指数投资部总监助理兼基金经理。

其中：管理过公募基金的名称及期间

基金主代码 基金名称 任职日期 离任日期

260111

景顺长城公司治理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

2017年1月6日 -

260117

景顺长城支柱产业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

2017年3月1日 -

000688

景顺长城研究精选股票型

证券投资基金

2017年3月1日 -

003318

景顺长城中证500行业中

性低波动指数型证券投资

基金

2017年3月3日 -

001362

景顺长城领先回报灵活配

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2017年6月10日 -

000411

景顺长城优质成长股票型

证券投资基金

2017年12月5日 -

004707

景顺长城睿成灵活配置混

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2017年12月5日 -

005258

景顺长城量化平衡灵活配

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2017年12月27日 -

005325

景顺长城泰恒回报灵活配

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2018年3月6日 -

512280

景顺长城MSCI中国A股国

际通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

券投资基金

2018年4月27日 -

005832

景顺长城MSCI中国A股国

际通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

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

2018年5月16日 -

512220

景顺长城中证TMT150交

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

基金

2018年8月7日 -

001361

景顺长城中证TMT150交

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

基金联接基金

2018年8月7日 -

006682

景顺长城中证500指数增

强型证券投资基金

2019年3月25日 -

159924

景顺长城沪深300等权重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

资基金

2014年4月19日 2018年5月21日

263001

景顺长城上证180等权重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

资基金联接基金

2014年4月19日 2018年7月23日

159935

景顺长城中证500交易型

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2014年12月27日 2019年7月15日

001455

景顺长城中证500交易型

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联接基金

2015年6月29日 2019年7月15日

是否曾被监管机构予以行政处罚或采取行政监管措施 否

是否已取得基金从业资格 是

取得的其他相关从业资格 无

国籍 中国

学历、学位 硕士研究生、硕士

是否已按规定在中国基金业协会注册/登记 是

3.�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上述事项已按规定向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办理相应手续，并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

委员会深圳监管局备案。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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