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江苏日盈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代码：603286� � � �公司简称：日盈电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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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负责人是蓉珠、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费祝海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

主管人员）任琦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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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50,961,525.52 632,111,635.37 34.6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资产

443,288,051.74 434,790,596.78 1.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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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847,568.81 12,218,464.48 95.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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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7,562,112.10 245,109,657.23 21.4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15,190,273.88 15,275,455.07 -0.5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利润

12,618,637.22 12,970,810.02 -2.7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3.43 3.55 减少0.12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7 0.17 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7 0.17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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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4,099.49 -35,713.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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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2,610.31 953,416.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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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7,519.58 1,684,642.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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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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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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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2,948.66 470,566.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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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86.50 -19,586.50

所得税影响额 -746,489.55 -481,688.52

合计 611,101.99 2,571,636.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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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3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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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蓉珠 20,775,000 23.59 20,775,000 无 境内自然人

陆鹏 17,500,000 19.87 17,500,000 质押 13,500,000 境内自然人

韩亚伟 7,675,000 8.71 无 境内自然人

嘉兴鼎峰成长股权投

资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3,780,000 4.29 无

境内非国有法

人

江苏日桓投资有限公

司

2,550,000 2.90 2,550,000 无

境内非国有法

人

青岛金石灏汭投资有

限公司

2,251,948 2.56 无 国有法人

何文钜 950,000 1.08 无 境内自然人

孟庆有 905,240 1.03 无 境内自然人

王小琴 500,000 0.57 500,000 无 境内自然人

陆宝兴 500,000 0.57 500,000 无 境内自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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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韩亚伟 7,675,000 人民币普通股 7,675,000

嘉兴鼎峰成长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3,780,000 人民币普通股 3,780,000

青岛金石灏汭投资有限公司 2,251,948 人民币普通股 2,251,948

何文钜 950,000 人民币普通股 950,000

孟庆有 905,240 人民币普通股 905,240

王伟杰 357,100 人民币普通股 357,100

马英霞 329,200 人民币普通股 329,200

祝伟 255,100 人民币普通股 255,100

邹丽 232,600 人民币普通股 232,600

刘俊 224,100 人民币普通股 224,1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前十名股东中，是蓉珠和陆鹏为母子关系；王小琴系是蓉珠兄弟之配偶，陆宝兴系是蓉珠配

偶之兄弟；是蓉珠女士持有江苏日桓投资有限公司66.67%的股权。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

说明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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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产 期末数 期初数 差异率 原因分析

货币资金 122,484,288.17 78,646,245.79 55.74%

主要由于本期新增合并对象增加货

币资金所致。

应收票据及应收账

款

171,241,358.13 121,133,017.63 41.37%

主要由于本期新增合并对象增加应

收帐款所致。

预付款项 2,382,380.53 1,119,088.16 112.89%

主要由于本期新增合并对象增加预

付款项所致。

其他应收款 2,302,953.00 59,000.15 3803.30% 主要是本期生产经营所需所致。

无形资产 49,405,096.08 27,292,495.09 81.02%

主要由于本期新增合并对象增加无

形资产所致。

其他非流动资产 863,422.03 2,285,822.37 -62.23%

主要是本期已缴纳进项税减少所

致。

短期借款 140,000,000.00 88,000,000.00 59.09%

本期生产经营增加需要流动资金所

致。

应付票据及应付账

款

105,495,258.68 79,794,936.03 32.21%

本期生产经营增加需要提供采购量

增加所致

预收款项 3,166,340.93 535,311.95 491.49% 本期客户模具开发预付款增加所致

其他应付款 1,266,814.61 2,236,883.32 -43.37% 本期费用计提减少所致

财务费用 2,875,539.51 953,289.31 201.64% 本期贷款增加所致。

资产减值损失 177,602.32 -327,409.10 -154.24% 本期应收帐款增加所致。

投资收益 1,684,642.87 1,065,181.81 58.16% 本期投资相关理财产品增加所致。

营业外收入 716,453.37 208,489.10 243.64%

本期新增合并子公司产生营业外收

入所致。

购建固定资产、无形

资产和其他长期资

产支付的现金

21,695,074.62 57,837,816.29 -62.49%

本期募投项目逐步完工减少投放所

致。

取得借款收到的现

金

143,248,000.00 68,841,817.10 108.08% 主要由于本期增加并购贷款所致。

偿还债务支付的现

金

42,000,000.00 67,600,000.00 -37.87% 本期偿还银行贷款减少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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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公司于2019年7月4日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

司拟以现金方式收购常州市惠昌传感器有限公司90％股权的议案》，该议案经2019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具体内容详见公司2019年7月5日于指定信息披露

媒体披露的 《关于公司拟以现金方式收购常州市惠昌传感器有限公司90％股权的

公告》（公告编号：2019-029）。 2019年8月2日，常州市惠昌传感器有限公司办理完

成了相关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取得了登记机关常州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新北

区）行政审批局换发的《营业执照》,具体内容详见公司2019年8月9日于指定信息披

露媒体披露的 《关于收购惠昌传感器完成工商变更登记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9-034）。 截止2019年9月30日，公司已出资98,496,000.00元,占并购合同总金额的

60%，被并购企业2019年8-9两个月财务数据纳入合并报表体系(相关数据未经审计)。

2、公司于2019年8月30日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结项或终止并将结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该议

案经2019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2019年8月31日于指

定信息披露媒体披露的《关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结项或终止并将结余募集资金永

久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0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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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日盈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是蓉珠

日期 2019年10月30日

证券代码：603286� � � �证券简称：日盈电子 公告编号：2019-054

江苏日盈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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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江苏日盈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通知

于2019年10月25日以专人送达、电子邮件的形式向全体董事发出，并于2019年10月

30日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与通讯表决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长

是蓉珠女士主持，应出席董事8人，实际出席董事8人。 公司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列

席了会议。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公

司章程》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会议决议合法有效。

二、 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19年第三季度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8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董事会认为：公司严格执行企业会计准则，《2019年第三季度报告》公允的反映

了公司2019年第三季度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2019年第三季度报告所披露的信息

真实、准确、完整，所载资料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报告

的编制和审核程序符合法律、法规的要求，符合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及上海证

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同意对外报出。

具体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及公司指定信息

披露媒体《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披露的《2019

年第三季度报告》。

特此公告

江苏日盈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10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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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日盈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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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江苏日盈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三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于

2019年10月30日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表决的方式召开。 会议通知已于2019年10月25

日以专人送达、电子邮件的形式向全体监事发出。 本次会议应出席监事3人，实际出

席监事3人。 会议由公司监事殷忠良先生主持。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表决程序符

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会议决议合法

有效。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19年第三季度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公司监事会对《2019年第三季度报告》发表如下审核意见：公司2019年第三季

度报告的编制和审议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报告内容真实、

准确、完整地反映了公司的经营管理和财务状况，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具体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及公司指定信息

披露媒体《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披露的《2019

年第三季度报告》。

特此公告。

江苏日盈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9年10月31日

关于平安惠涌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延长募集期的公告

平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我司” ）的平安惠涌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

简称：平安惠涌纯债，基金代码：007954，以下简称“本基金” ）于2019年4月2日获中国证监会

注册（证监许可[2019]552号）。

本基金已于2019年9月30日起通过基金管理人指定的销售机构 （包括直销和代销机构）

公开发售。 原定募集截止日为2019年10月31日。 为充分满足投资者的投资需求，根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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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平安惠涌纯债债

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平安惠涌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和《平安惠

涌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份额发售公告》的有关规定，我司经与本基金基金托管人宁波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及主要销售渠道协商一致，决定将本基金募集截止日自2019年10月31日延长

至2019年12月2日。

本基金发售的详细事项请查阅本基金的基金份额发售公告、 招募说明书及最新相关公

告。投资人可访问平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站（fund.pingan.com）或拨打全国免长途费的客户

服务电话（400-800-4800）咨询相关情况。

风险提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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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投资者投资于本基金前应认真阅读本基金的基金合同和

招募说明书。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平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9年10月31日

关于平安季开鑫三个月定期

开放债券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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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10月31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平安季开鑫三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平安季开鑫定开债

基金主代码 007053

基金运作方式

本基金为契约型定期开放式基金。 以每个封闭期为周期进行投资运作，在每个封闭

期内不开放申购、赎回业务，也不上市交易，仅在开放期内开放申购、赎回业务。

本基金每个开放期的首个开放日指每年2月10日、5月10日、8月10日及11月10日

（包括该日），若上述日期为非工作日，则首个开放日为该非工作日的下一工作日。

本基金每个开放期最长不超过20个工作日， 如封闭期结束后或在开放期内发

生不可抗力或其他情形致使基金无法按时开放申购与赎回等业务的， 或依据基金

合同需暂停申购或赎回等业务的，开放期时间顺延，直到满足开放期的时间要求，

开放期的具体时间由基金管理人在每个开放期前依照《信息披露办法》的有关规

定在指定媒介上予以公告。

本基金的封闭期为每相邻两个开放期之间运作时段为一个封闭期， 即每个开

放期结束后的次日至下一个开放期的首个开放日的前一日。 本基金首个封闭期为

自基金合同生效日起（包括基金合同生效之日）至最近一个开放期的首个开放日

前一日。

本次本基金开放期为2019年11月11日至2019年11月22日。

基金合同生效日 2019年8月14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平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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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安季开鑫三个月定期开放

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平安季开鑫三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

金招募说明书》等

申购起始日 2019年11月11日

赎回起始日 2019年11月18日

转换转入起始日 2019年11月11日

转换转出起始日 2019年11月18日

下属基金份额的简称 平安季开鑫定开债A 平安季开鑫定开债C 平安季开鑫定开债E

下属基金份额的交易代码 007053 007054 007055

该基金份额是否开放申购、赎回、转换 是 是 是

2.申购、赎回及转换业务的办理时间

本基金可办理基金份额的申购或赎回的开放日需为开放期内工作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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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封闭期内，本基金不办理申购与

赎回业务，也不上市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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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照《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以下简称“《信息披露办法》” ）的有关

规定在指定媒介上公告。

本基金在开放期内办理申购、赎回业务。 除法律法规或基金合同另有约定外，

本基金每个开放期的首个开放日指每年2月10日、5月10日、8月10日及11月10日 （包括该

日），若上述日期为非工作日，则首个开放日为该非工作日的下一工作日。

本基金每个开放期最长不超过20个工作日，如封闭期结束后或在开放期内发生不可抗力

或其他情形致使基金无法按时开放申购与赎回等业务的，或依据基金合同需暂停申购或赎回

等业务的，开放期时间顺延，直到满足开放期的时间要求，开放期的具体时间由基金管理人在

每个开放期前依照《信息披露办法》的有关规定在指定媒介上予以公告。

本基金自2019年11月11日（含当日）进入开放期。 其中，开放申购时间为2019年11月11日

至11月22日，在此期间接受投资者的申购和转换转入业务申请；开放赎回时间为11月18日至

11月22日，在此期间接受投资者的赎回和转换转出业务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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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赎回价格为该开放期内下一开放日基金份额申购、赎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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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则上，投资者申购本基金A类基金份额，通过代销机构、基金管理人网上交易系统申

购的，单个基金账户单笔最低申购金额起点为人民币100元（含申购费），追加申购的最低金

额为单笔人民币100元（含申购费）。 基金管理人直销柜台接受首次申购申请的最低金额为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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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者申购本基金C类基金份额的单笔最低金额为人民币500万元（含申购费），追加申购的最

低金额为人民币20,000元（含申购费）。 投资者申购本基金E类基金份额，通过代销机构、基金

管理人网上交易系统申购的，单笔最低金额为人民币0.01元（含申购费），追加申购的最低金

额为人民币0.01元（含申购费）。基金管理人直销柜台接受首次申购申请的最低金额为单笔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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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中，以各销售机构的具体规定为准。

2、投资者当期分配的基金收益转购基金份额时，不受最低申购金额的限制。

3、投资者可多次申购，对单个投资者的累计持有份额不设上限限制。 但单一投资者持有

基金份额数不得达到或超过基金份额总数的50%（在基金运作过程中因基金份额赎回等情形

导致被动达到或超过50%的除外）。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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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请参见相关公告。

3.2申购费率

申购费率本基金A类基金份额在申购时收取申购费用，C类、E类基金份额不收取申购费

用，但从本类别基金资产中计提销售服务费。

本基金A类基金份额对申购设置级差费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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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具体费率如下：

申购金额（M） 申购费率

M〈50万元 0.30%

50万元≤M〈100万元 0.20%

M≥100万元 1000元/笔

3.3其他与申购相关的事项

1、本基金A类基金份额的申购费用由申购A类基金份额的投资人承担，不列入基金财产，

主要用于本基金的市场推广、销售、登记等各项费用。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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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依照《信息披露办

法》的有关规定在指定媒介上公告。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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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对基金份额持有

人无实质性不利影响的前提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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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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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申购遵循“未知价” 原则，即申购价格以申请当日收市后计算的基金份额净值为基准

进行计算。

5、拒绝或暂停申购的情形

在开放期间，发生下列情况时，基金管理人可拒绝或暂停接受投资人的申购申请：

（1）因不可抗力导致基金无法正常运作。

（2）发生基金合同规定的暂停基金资产估值情况时，基金管理人可暂停接受投资人的申

购申请。

（3）证券交易所交易时间非正常停市，导致基金管理人无法计算当日基金资产净值。

（4）接受某笔或某些申购申请可能会影响或损害现有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时。

（5）基金资产规模过大，使基金管理人无法找到合适的投资品种，或其他可能对基金业

绩产生负面影响，或发生其他损害现有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的情形。

（6）基金管理人、基金托管人、基金销售机构或登记机构的异常情况导致基金销售系统、

基金登记系统或基金会计系统无法正常运行。

（7）某笔或某些申购申请超过基金管理人设定的基金总规模、单日净申购比例上限、单

个投资人单日或单笔申购金额上限的。

（8）当前一估值日基金资产净值50%以上的资产出现无可参考的活跃市场价格且采用估

值技术仍导致公允价值存在重大不确定性时，经与基金托管人协商确认后，基金管理人应当

暂停接受基金申购申请。

（9） 基金管理人接受某笔或者某些申购申请有可能导致单一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的措

施比例达到或者超过50%，或者变相规避50%集中度的情形。

（10）法律法规规定或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发生上述第（1）、（2）、（3）、（5）、（6）、（8）、（10）项暂停申购情形之一且基金管理人

决定暂停接受投资人申购申请时，基金管理人应当根据有关规定在指定媒介上刊登暂停申购

公告。 如果投资人的申购申请被全部或部分拒绝的，被拒绝的申购款项本金将退还给投资人。

在暂停申购的情况消除时，基金管理人应及时恢复申购业务的办理，且开放期按暂停申购的

期间相应延长。

4.日常赎回业务

4.1赎回份额限制

1、基金份额持有人在销售机构赎回A类基金份额时，每次对本基金的赎回申请不得低于

50份基金份额。 基金份额持有人赎回时或赎回后在销售机构（网点）保留的基金份额余额不

足50份的，在赎回时需一次全部申请赎回。

2、基金份额持有人在销售机构赎回C类基金份额时，每次对本基金的赎回申请不得低于

20,000份基金份额。基金份额持有人赎回时或赎回后在销售机构（网点）保留的基金份额余额

不足20,000份的，在赎回时需一次全部申请赎回。

3、基金份额持有人在赎回E类基金份额时，每次对本基金的赎回申请不得低于1份基金份

额。 账户最低持有份额不设下限，投资者全额赎回或转换转出时不受上述限制。

4.2赎回费率

针对本基金A类、C类、E类基金份额，赎回费用由赎回基金份额的各类基金份额赎回人承

担，其中针对持有期限少于7日的投资者收取的赎回费用将全额计入基金财产，针对持有期限

不少于7日的投资者收取的赎回费用不低于25%的部分归基金财产，其余用于支付登记费和其

他必要的手续费。 赎回费率随赎回基金份额持有期限的增加而递减，具体费率如下：

A、C、E

类份额

持有期限（N为日历日） 赎回费率

N＜7日 1.50%

7日≤N≤30日 0.10%

N〉30日 0

4.3其他与赎回相关的事项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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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依照《信息披露办

法》的有关规定在指定媒介上公告。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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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对基金份额持有

人无实质性不利影响的前提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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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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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调低基金赎回费率。

3、赎回遵循“未知价” 原则，即赎回价格以申请当日收市后计算的基金份额净值为基准

进行计算。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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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暂停赎回或延缓支付赎回款项的情形

在开放期间，发生下列情形时，基金管理人可暂停接受投资人的赎回申请或延缓支付赎

回款项：

（1）因不可抗力导致基金管理人不能支付赎回款项时，基金管理人可暂停接受投资人的

赎回申请或延缓支付赎回款项。

（2）发生基金合同规定的暂停基金资产估值情况。

（3）证券交易所交易时间非正常停市，导致基金管理人无法计算当日基金资产净值。

（4）发生继续接受赎回申请将损害现有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的情形时，基金管理人可暂

停接受基金份额持有人的赎回申请。

（5）当前一估值日基金资产净值50%以上的资产出现无可参考的活跃市场价格且采用估

值技术仍导致公允价值存在重大不确定性时，经与基金托管人协商确认后，基金管理人应当

延缓支付赎回款项或暂停接受基金赎回申请。

（6）法律法规规定或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发生上述情形之一且基金管理人决定暂停赎回或延缓支付赎回款项时，基金管理人应在

当日报中国证监会备案，已确认的赎回申请，基金管理人应足额支付；如暂时不能足额支付，

应将可支付部分按单个账户申请量占申请总量的比例分配给赎回申请人，未支付部分可延期

支付。 若在暂停赎回的情况消除时，基金管理人应及时恢复赎回业务的办理并公告，且开放期

间可以按暂停赎回的期间相应延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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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转换费率举例如下：

A、转换金额对应申购费率较高的基金转入到本基金A类基金份额时

例1、某投资人N日持有平安智能生活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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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转换为平安季开鑫三个月定期开放债券

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基金份额，假设N日平安智能生活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份额

的基金份额净值为1.150元，平安季开鑫三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基金份额的

基金份额净值为1.0500元，则：

1、转出基金即平安智能生活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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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应转换金额平安智能生活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份额的申购费率1.5%高

于平安季开鑫三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基金份额的申购费率0.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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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开鑫三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基金份额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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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00×1.150-57.50）÷1.0500=10897.62份

B、转换金额对应申购费率较高的基金转入到本基金E类基金份额时

例2、某投资人N日持有平安智能生活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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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转换为平安季开鑫三个月定期开放债券

型证券投资基金E类基金份额，假设N日平安智能生活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份额

的基金份额净值为1.150元， 平安季开鑫三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E类基金份额的

基金份额净值为1.0500元，则：

1、转出基金即平安智能生活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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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应转换金额平安智能生活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份额的申购费率1.5%高

于平安季开鑫三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E类基金份额的申购费率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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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开鑫三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E类基金份额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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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00×1.150-57.50）÷1.0500=10897.62份

C、本基金A类基金份额转入转换金额对应申购费率较高的基金

例3、某投资人N日持有平安季开鑫三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基金份额10,

000份，持有期为三个月（开放期，对应的赎回费率为0），拟于N日转换为平安智能生活灵活配

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份额，假设N日平安季开鑫三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A

类基金份额净值为1.0500元， 平安智能生活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份额的基金份

额净值为1.150元，则：

1、 转出基金即平安季开鑫三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基金份额的赎回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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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00×

1.0500-0=10500.00元

对应转换基金平安智能生活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份额的申购费率1.5%，平

安季开鑫三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基金份额的申购费率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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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30%÷（1+0.30%）=123.7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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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77=123.77元

4、转换后可得到的平安智能生活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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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00×1.0500-123.77）÷1.150=9022.81份

D、本基金E类基金份额转入转换金额对应申购费率较高的基金

例4、某投资人N日持有平安季开鑫三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E类基金份额10,

000份，持有期为三个月（开放期，对应的赎回费率为0），拟于N日转换为平安智能生活灵活配

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份额，假设N日平安季开鑫三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E

类基金份额净值为1.0500元， 平安智能生活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份额的基金份

额净值为1.150元，则：

1、 转出基金即平安季开鑫三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E类基金份额的赎回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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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00×

1.0500-0=10500.00元

对应转换基金平安智能生活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份额的申购费率1.5%，平

安季开鑫三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E类基金份额的申购费率为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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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55.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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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5.17=155.17元

4、转换后可得到的平安智能生活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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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00×1.0500-155.17）÷1.150=8995.5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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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包括

平安行业先锋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700001）

平安深证300指数增强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700002）

平安策略先锋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700003）

平安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700004）

平安添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基金代码700005）

平安添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C类，基金代码700006）

平安日增利货币市场基金（基金代码000379）

平安金管家货币市场基金（A类，基金代码003465）

平安金管家货币市场基金（C类，基金代码007730）

平安财富宝货币市场基金（基金代码000759）

平安交易型货币市场基金（A类，基金代码003034）

平安新鑫先锋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基金代码000739）

平安新鑫先锋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C类，基金代码001515）

平安智慧中国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001297）

平安鑫享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基金代码001609）

平安鑫享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C类，基金代码001610）

平安鑫享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E类，基金代码007925）

平安鑫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基金代码001664）

平安鑫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C类，基金代码001665）

平安鑫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E类，基金代码007049）

平安安心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基金代码002304）

平安安心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C类，基金代码007048）

平安安享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基金代码002282）

平安安享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C类，基金代码007663）

平安安盈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002537）

平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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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安鑫利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基金代码003626）

平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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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安沪深300指数量化增强证券投资基金（A类，基金代码005113）

平安沪深300指数量化增强证券投资基金（C类，基金代码005114）

平安医疗健康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003032）

平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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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安合颖定期开放纯债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005897）

平安合韵定期开放纯债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005077）

平安合意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004632）

平安合锦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006412）

平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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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安合泰3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004960）

平安合盛3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007158）

平安双债添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基金代码005750）

平安双债添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C类，基金代码005751）

平安惠金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基金代码003024）

平安惠金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C类，基金代码006717）

平安惠享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003286）

平安惠隆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003486）

平安惠利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003568）

平安惠融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003487）

平安惠兴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006222）

平安惠安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006016）

平安惠轩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006264）

平安惠裕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基金代码003488）

平安惠裕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C类，基金代码004177）

平安惠泽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004825）

平安惠悦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004826）

平安惠锦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005971）

平安惠诚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006316）

平安惠鸿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006889）

平安惠聚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006544）

平安惠泰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007447）

平安惠添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006997）

平安中短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基金代码004827）

平安中短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C类，基金代码004828）

平安中短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E类，基金代码006851）

平安短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基金代码005754）

平安短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C类，基金代码005755）

平安短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E类，基金代码005756）

平安季添盈三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基金代码006986）

平安季添盈三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C类，基金代码006987）

平安季添盈三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E类，基金代码006988）

平安如意中短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基金代码007017）

平安如意中短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C类，基金代码007018）

平安如意中短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E类，基金代码007019）

平安中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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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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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安优势产业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C类，基金代码006101）

平安估值优势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基金代码006457）

平安估值优势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C类，基金代码006458）

平安核心优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基金代码006720）

平安核心优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C类，基金代码006721）

平安3-5年期政策性金融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基金代码006934）

平安3-5年期政策性金融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C类，基金代码006935）

平安0-3年期政策性金融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基金代码006932）

平安0-3年期政策性金融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C类，基金代码006933）

平安高等级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006097）

平安高端制造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基金代码007082）

平安高端制造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C类，基金代码007083）

平安可转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基金代码007032）

平安可转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C类，基金代码007033）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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账号内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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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出份额限制

基金转换的限制基金转换分为转换转入和转换转出。对于A类基金份额，每次转出份额不

得低于50份。 留存份额不足50份的，只能一次性赎回，不能进行转换。 对于C类基金份额，每次

转出份额不得低于20,000份。留存份额不足20,000份的，只能一次性赎回，不能进行转换。 对于

E类基金份额，每次转出份额不得低于1份；留存份额不足1份的，只能一次性赎回，不能进行转

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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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直销机构

名称：平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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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2销售机构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平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北京百度百盈基金销售有限公司、京东

金融-北京肯特瑞财富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弘业期货股份有限公司、华瑞保险销售有限公司、

上海凯石财富基金销售有限公司、上海陆金所基金销售有限公司、上海陆享基金销售有限公

司、蚂蚁（杭州）基金销售有限公司、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天天基金销售有

限公司、西藏东方财富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珠海盈米基金销售有限公司、浦领基金销售有限公

司、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8.基金份额净值公告/基金收益公告的披露安排

《基金合同》生效后，在封闭期内，基金管理人应当至少每周在指定网站披露一次各类基

金份额的基金份额净值和基金份额累计净值。

在开放期内，基金管理人应当在不晚于每个开放日的次日，通过指定网站、基金销售机构

网站或者营业网点披露开放日的各类基金份额的基金份额净值和基金份额累计净值。

基金管理人应当在不晚于半年度和年度最后一日的次日，在指定网站披露半年度和年度

最后一日的各类基金份额的基金份额净值和基金份额累计净值。

9.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9.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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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开放期的开放日的具体业务办理时间内提出申

购或赎回的申请。

9.2申购和赎回的款项支付

投资人申购基金份额时，必须在规定时间前全额交付申购款项，否则所提交的申购申请

不成立。 投资人在规定时间前全额交付申购款项，申购成立；基金份额登记机构确认基金份额

时，申购生效。

基金份额持有人在提交赎回申请时，必须有足够的基金份额余额，否则所提交的赎回申

请不成立。 基金份额持有人递交赎回申请，赎回成立；基金份额登记机构确认赎回时，赎回生

效。 投资者赎回申请生效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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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遇证券、期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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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延至该因素消除的最近一个工作日。

9.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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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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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人应

及时查询并妥善行使合法权利，否则，由此产生的任何损失由投资人自行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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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金管理人必须依照《信息披露办法》的有关规定在指定媒介上公告。

本基金对各类基金份额的基金资产合并进行投资管理；申购、赎回价格以申请当日收市

后计算的各类基金份额净值为基准进行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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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安季开鑫三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和

《平安季开鑫三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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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资有风险，敬请投资者在投资基金前认真阅读

《平安季开鑫三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平安季开鑫三个月定期开放

债券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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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9年10月31日

信息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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