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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境通宝电子商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限售股份上市流通提示性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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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别提示：

1、 本次解除限售的股份数量为 98,213,690 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6.30%。

2、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日为 2019年 11月 11日。

一、 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发行股份概况及股本

情况

1、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山西百圆裤业连锁经营

股份有限公司向徐佳东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

（证监许可[2014]1041 号），核准跨境通宝电子商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公司” ）向徐佳东、李鹏臻、田少武、深圳市创新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深创投” ）、深圳市红土信息创业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红土创投” ）、珠海横琴安赐文化互联叁号股权投资基金企业（有限合

伙）（以下简称“安赐叁号” ）、信达澳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信达澳银” ）共计发行 78,461,535 股股份，新增股份于 2014 年 11 月 11

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发行前股本为 133,340,000股，发行后总股本变

为 211,801,535股。该次发行的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交易对方发行对象

名称

发行股份数量

（股）

限售期

1 徐佳东 42,764,020 第一期：自新增股份上市届满 12 个月之日起可转让或上市交易（即“解锁” ）的公司股份

不超过本次认购的全部公司股份的 20%。

第二期：自新增股份上市届满 24 个月之日起累计解锁（含本期及本期之前全部解锁

期，下同）的公司股份不超过本次认购的全部公司股份的 30%。

第三期： 自新增股份上市届满 36个月之日起累计解锁的公司股份不超过本次认购的

全部公司股份的 50%。

第四期： 自新增股份上市届满 48个月之日起累计解锁的公司股份不超过本次认购的

全部公司股份的 70%。

第五期：自新增股份上市届满 60 个月之日起登记在徐佳东、李鹏臻、田少武名下的本

次认购的全部股份。

如按照《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已补偿股份的，则解锁股份须扣除该部

分已补偿股份。

2 李鹏臻 9,070,982

3 田少武 2,728,158

4 深创投 8,045,320 12个月

5 红土创投 5,363,546 12个月

6 安赐叁号 6,993,006 36个月

7 信达澳银 3,496,503 36个月

2、经 2015年 9月 11日召开的公司 2015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通过，公司以 2015年 6 月 30 日总股本 211,801,535 股为基数，以资本公积

金向全体股东每 10股转增 20股。分红前公司总股本为 211,801,535 股，分

红后总股本增至 635,404,605股。

公司因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所发行股份变动如

下：

序号 交易对方发行对象名称

发行股份数量（股）

（2015年半年度权益分派前）

发行股份数量（股）

（2015年半年度权益分派后）

1 徐佳东 42,764,020 128,292,060

2 李鹏臻 9,070,982 27,212,946

3 田少武 2,728,158 8,184,474

4 深创投 8,045,320 24,135,960

5 红土创投 5,363,546 16,090,638

6 安赐叁号 6,993,006 20,979,018

7 信达澳银 3,496,503 10,489,509

3、经 2015年 12月 2日召开的公司 2015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通过《跨境通宝电子商务股份有限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

公司向激励对象定向发行新股 9,000,000 股， 发行前公司总股本为 635,

404,605股，发行后总股本增至 644,404,605股。

4、 经 2016年 5月 12日召开的公司 2015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公司以总股本 644,404,605股为基数，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转

增 10 股。分红前公司总股本为 644,404,605 股，分红后总股本增至 1,288,

809,210股。

公司因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所发行股份变动如

下：

序号 交易对方发行对象名称

发行股份数量（股）

（2015年年度权益分派前）

发行股份数量（股）

（2015年年度权益分派后）

1 徐佳东 128,292,060 256,584,120

2 李鹏臻 27,212,946 54,425,892

3 田少武 8,184,474 16,368,948

4 安赐叁号 20,979,018 41,958,036

5 信达澳银 10,489,509 20,979,018

注：深创投、红土创投的限售股份已于 2015年 11月 11日解除限售。

5、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核准跨境通宝电子商务股份有限公司非公

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16]816号），公司向 10名特定对象非公

开发行新股 140,301,161股。 新增股份于 2016 年 9 月 20 日在深圳证券交

易所上市。本次发行前公司总股本为 1,288,809,210 股，发行后总股本增至

1,429,110,371股。

6、经 2016年 11月 11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

《关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一个行权期符合行权条件的议案》，公司认为

激励对象所持股票期权第一个行权期行权条件已经满足。2017 年 3 月 28

日本次行权股份上市，本次股票期权行权数量为 2,400,000份，行权后公司

总股本变更为 1,431,510,371股。

7、 经 2017年 6月 19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审议通过

《关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二个行权期符合行权条件的议案》，公司认为

激励对象所持股票期权第二个行权期行权条件已经满足。2017 年 7 月 12

日本次行权股份上市，本次股票期权行权数量为 3,600,000份，行权后公司

总股本变更为 1,435,110,371股。

8、2018 年 1 月 26 日，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

资金暨重大资产重组之股份支付部分新股发行上市， 上市数量为 73,268,

261股，公司总股本变更为 1,508,378,632股。

9、2018 年 4 月 27 日，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

资金暨重大资产重组之募集配套资金对应的新增股份上市， 上市数量为

38,862,698股，公司总股本变更为 1,547,241,330股。

10、经 2018年 5月 15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四十四次会议审议通

过《关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三个行权期符合行权条件的议案》，公司认

为激励对象所持股票期权第三个行权期行权条件已经满足。2018年 7月 2

日本次行权股份上市，本次股票期权行权数量为 10,800,000 份，行权后公

司总股本变更为 1,558,041,330股。

截至本公告发布日，公司总股本为 1,558,041,330 股，其中有限售条件

股份 476,243,102股，无限售条件股份 1,081,798,228股。

二、申请解除股份限售股东履行承诺情况

1、股东承诺及履行情况

根据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

易实施情况暨新增股份上市报告书》，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股东作出如

下承诺：

徐佳东、李鹏臻、田少武承诺：自新增股份上市之日（即 2014 年 11 月

11日）起 12个月内不转让其在本次发行中取得的公司新增股份（包括锁

定期内因公司就该新增等股份分配股票股利、 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等原因

取得的股份）。同时，为保证约定的补偿责任的可实现性，自新增股份上市

届满 12 个月之日起,徐佳东、李鹏臻、田少武本次认购的全部公司股份按

以下方式解锁,具体如下表所示：

解锁期 可解锁股份数

第一期

自新增股份上市届满 12�

个月之日起

可转让或上市交易（即“解锁” ）的公司股份不超过本次认购的全部公司股份的 20%。如按照

《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 已补偿股份的， 则解锁股份须扣除该部分已补偿股份，

即：解锁股份数 =本次认购的全部公司股份数×20%-已补偿股份数

第二期

自新增股份上市届满 24

个月之日起

累计解锁（含本期及本期之前全部解锁期，下同）的公司股份不超过本次认购的全部公司股份

的 30%，如按照《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已补偿股份的，则解锁股份须扣除该部分

已补偿股份，即：解锁股份数 =本次认购的全部公司股份数×30%-已补偿股份数

第三期

自新增股份上市届满 36

个月之日起

累计解锁的公司股份不超过本次认购的全部公司股份的 50%，如按照《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

买资产协议》已补偿股份的，则解锁股份须扣除该部分已补偿股份，即：解锁股份数 = 本次认购

的全部公司股份数×50%-已补偿股份数

第四期

自新增股份上市届满 48

个月之日起

累计解锁的公司股份不超过本次认购的全部公司股份的 70%，如按照《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

买资产协议》已补偿股份的，则解锁股份须扣除该部分已补偿股份，即：解锁股份数 = 本次认购

的全部公司股份数×70%-已补偿股份数

第五期

自新增股份上市届满 60

个月之日起

登记在徐佳东、李鹏臻、田少武名下的本次认购的全部公司股份

本次申请解除限售的股东严格履行了上述各项承诺。

2、业绩承诺

根据公司与深圳市环球易购电子商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环球易

购” ）原股东签署的《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约定，本次交

易的业绩承诺期为 2014年度、2015年度、2016年度和 2017 年度。徐佳东、

李鹏臻承诺环球易购 2014 年度、2015 年度、2016 年度、2017 年度实现的

净利润分别不低于人民币 6,500 万元、9,100 万元、12,600 万元、17,000 万

元。

经广东正中珠江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并出具的标准

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广会审字[2015]G15000260010 号），环球易

购 2014 年度实现的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77,275,193.53 元、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77,087,701.38元。

经广东正中珠江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并出具的标准

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广会审字[2016]� G16003220011 号），环球易

购 2015 年度实现的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167,184,623.52 元、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166,159,275.18元。

经广东正中珠江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并出具的标准

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广会审字[2017]G17001540016 号），环球易购

2016 年度实现的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34,215.38 万元、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33,820.85万元。 扣除资金支持

部分的影响后，环球易购 2016 年度实现的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35,788.00 万元、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35,

393.47万元。

经广东正中珠江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并出具的标准

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广会审字[2018]G18001370019 号），环球易购

2017 年度实现的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71,361.88 万元、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69,738.81万元。 扣除资金支持

部分的影响后，环球易购 2017 年度实现的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64,072.04 万元、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62,

448.97万元。

综上， 环球易购已完成 2014年度、2015年度、2016年度、2017年度的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的业绩承诺目标。

3、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不存在非经营性占用公司资金的情

形，公司不存在对其违规担保的情形。

三、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安排

1、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日为 2019年 11月 11日。

2、 本次解除限售的股份数量为 98,213,690 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6.30%。

3、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共计 3名。

4、股份解除限售及上市流通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全称 所持限售股份总数（股） 本次解除限售数量（股） 剩余限售股份总数（股）

1 徐佳东 76,975,236 76,975,236 0

2 李鹏臻 16,327,769 16,327,769 0

3 田少武 4,910,685 4,910,685 0

合计 98,213,690 98,213,690 0

注：1.根据限售期约定，本次解除限售为发行对象第五期解除限售，即

解除登记在徐佳东、李鹏臻、田少武名下的本次认购的全部公司股份。

2.徐佳东先生现为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每年可转让的持有的公

司股份不超过其持有的公司股份总数的 25%。 徐佳东先生本次解除限售

股份中处于质押冻结状态的为 70,195,000股。

3.李鹏臻先生本次解除限售股份中处于质押冻结状态的为 10,229,544

股。

4.田少武先生本次解除限售股份不存在质押冻结情况。

四、保荐机构意见

经本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跨境通本次申请解

除股份限售的股东均履行了承诺。跨境通本次 98,213,690股限售股上市流

通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和《深圳证

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等法律法

规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则的规定； 公司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不存

在实质性障碍。本独立财务顾问对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事项无异议。

五、备查文件

1、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申请书；

2、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申请表；

3、股本结构表和限售股份明细表；

4、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跨境通宝电子商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十一月七日

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增加部分渠道为富国中证央企

创新驱动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

基金联接基金代理销售机构的公告

根据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与海通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渤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光大证

券股份有限公司、上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国都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签署

的销售代理协议，自 2019 年 11 月 7 日起，上述渠道开始代理销售富国

中证央企创新驱动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 （以下简

称“本基金” ，基金代码：A类 007809、C 类 007810），投资者可通过上述

渠道办理开户以及本基金的认购业务。 其他业务的开通情况敬请投资

者留意届时公告。

投资者可以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情况：

（1）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 95553

公司网站： www.htsec.com

（2） 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 4008-096-096

公司网站：www.swsc.com.cn

（3） 渤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 400-651-5988

公司网站：www.bhzq.com

（4） 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 95525

公司网站：www.ebscn.com

（5） 上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客服电话： 4008-918-918

公司网站：www.shzq.com

（6） 国都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 400-818-8118

公司网站：www.guodu.com

投资者也可以通过以下方式联系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进行咨

询：

客户服务电话：95105686，4008880688（全国统一，均免长途话费）

网址：www.fullgoal.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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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者投资于本基金前应认真阅读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

明书及相关公告。

本公告的解释权归本公司所有。

特此公告。

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一九年十一月七日

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中国建设银行暂不代销富国中证

央企创新驱动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

投资基金联接基金 C 类份额的公告

经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与中国建设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建设银行” ）协商，自 2019 年 11 月 7 日起，中

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暂不代销富国中证央企创新驱动交易型开放

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 C 类份额（基金代码：007810），具体代

理销售时间将另行公告。

投资者可以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情况：

(1)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95533

公司网站：www.ccb.com

投资者也可以通过以下方式联系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进行咨

询：

客户服务电话：95105686，4008880688（全国统一，均免长途话费）

网址：www.fullgoal.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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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者投资于本基金前应认真阅读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

明书及相关公告。

本公告的解释权归本公司所有。

特此公告。

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一九年十一月七日

关于富国目标收益两年期纯债债券型

证券投资基金第四个业绩考核周期适用

的管理费率计算规则的公告

2019年 11月 7日

根据 《富国目标收益两年期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

（以下简称“基金合同” ）的约定，本基金适用浮动年管理费，即本基金

管理费的适用费率（m）是根据业绩考核周期内的基金份额净值增长率

（R）的大小来决定的。具体计算规则如下：

序号 条件 管理费率（m）

1 R≤（r+4.75%） 0%

2 （r+4.75%）＜R≤（r+6.75%） Min（0.3%， ）

3 （r+6.75%）＜R≤（r+9.75%） Min（0.6%，0.3%+ �）

4 R＞（r+9.75%） Min（0.9%，0.6%+ �）

其中，适用于第N个业绩考核周期的 r为第N-1个开放期第一日前

的倒数第三个工作日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三年期定期存款基准利率。

根据基金合同约定，基金管理人决定 2019 年 11 月 8 日为第三个开

放期的开放首日，因此，根据上述规则适用于第四个业绩考核周期的 r

为 2019年 11月 5日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三年期定期存款基准利率，即

r＝2.75%，适用于第四个业绩考核周期的管理费率具体计算规则可表示

为：

序号

条件

（适用于第四个业绩考核周期）

管理费率（m）

（适用于第四个业绩考核周期）

1 R≤7.5% 0%

2 7.5%＜R≤9.5% Min（0.3%， ）

3 9.5%＜R≤12.5% Min（0.6%，0.3%+� ）

4 R＞12.5% Min（0.9%，0.6%+� ）

* 根据基金合同约定， 第四个业绩考核周期为 2019 年 11 月 22 日

（含该日）至 2021 年 11 月 19 日（含该日）（该考核周期结束日最终将

根据国务院办公厅颁布的 2021年节假日安排确定）。

如有疑问， 投资者可拨打本公司客户服务电话或登陆相关网址进

行咨询，客户服务热线：95105686，4008880688（全国统一，均免长途话

费），公司网址：www.fullgoal.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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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者投资于上述基金前应认真阅读基金的《基金合同》、

更新的《招募说明书》及相关公告。

特此公告。

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9年 11月 7日

关于富国天成红利灵活配置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暂停大额申购、

定投及转换转入业务的公告

2019年 11月 07日

1�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富国天成红利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

金

基金简称 富国天成红利灵活配置混合

基金主代码 100029

交易代码

前端交易代码：100029

后端交易代码：100030

基金管理人名称 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及配套

法规、《富国天成红利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基金合同》、《富国天成红利灵活

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及其

更新等

暂停相关业务的起始日、金额及原因

说明

暂停大额申购起始日 2019年 11月 07日

暂停大额转换转入起始日 2019年 11月 07日

暂停大额定期定额投资起始日 2019年 11月 07日

限制大额申购金额（单位：元 ） 10,000,000.00

限制大额转换转入金额（单位： 元） 10,000,000.00

限制大额定期定额投资金额（单位：元） 10,000,000.00

暂停大额申购、转换转入、定期定额投资的原因说明

为了保证基金的平稳运作，保护基金持有人

的利益。

2� 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1、本基金管理人决定自 2019年 11 月 07日起对单个基金账户对本

基金日累计金额超过 1000 万元（不含 1000 万元）的申购、定投及转换

转入业务申请进行限制， 如单个基金账户日累计申请金额超过 1000 万

元，则单笔金额超过 1000 万元的申请（若有）本基金管理人有权拒绝，

其余申请按金额从大到小进行排序， 逐笔累加至符合不超过 1000万元

限额的申请给予确认，其余本基金管理人有权拒绝。针对单笔申购、定

投、转换转入业务申请，仅有确认和不予确认两种处理方式，不存在对

单笔申请的部分确认。

2、自 2019年 11月 07日起，在暂停本基金大额申购、定投和转换转

入业务期间，本基金单日单个基金账户累计金额 1000 万元（含 1000 万

元）以下的申购、定投和转换转入以及赎回、转换转出等业务正常办理。

3、本基金自 2019 年 11 月 12 日起恢复本基金大额申购、转换转入

及定期定额投资业务，届时基金管理人将不再另行公告。

4、 投资者可以登陆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站 www.fullgoal.com.

cn 或拨打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客户服务热线 95105686、4008880688

（全国统一，均免长途费）进行相关咨询。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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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者投资于上述基金前应认真阅读基金的基金合同、更

新的招募说明书及相关公告。

特此公告。

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9年 11月 07日

证券代码：600433� � � �证券简称：冠豪高新 公告编号：2019-临 040

广东冠豪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回购股份比例达到 2%暨回购进展公告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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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东冠豪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 2019 年 3 月 14

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以及 2019 年 5 月 22 日召开 2019 年第一次临

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议案》，并

于 2019 年 6 月 19 日披露了 《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回购报告书》

（公告编号:2019- 临 021）。2019 年 6 月 27 日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实施了

首次回购， 并于 2019 年 6 月 28 日披露了首次回购股份的公告。2019 年 7 月 3

日、2019 年 8 月 3 日、2019 年 9 月 3 日、2019 年 10 月 10 日以及 2019 年 11 月 1

日公司披露了股份回购进展情况的公告。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中国证券报》、

《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 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

sse.com.cn）披露的相关公告。

根据《上市公司回购社会公众股份管理办法（试行）》、《关于上市公司以

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补充规定》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回购股

份实施细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公司在回购股份期间，回

购股份占上市公司总股本的比例每增加 1%的， 应当于事实发生之日起 3 日内

予以公告。现将公司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截至 2019 年 11 月 5 日，公司已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回购股份数量

为 25,946,698 股，已回购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 2.0409%，购买的最高价为

3.85 元 / 股、最低价为 3.17 元 / 股，已支付的总金额为 90,808,637.94 元（不含

交易费用）。

上述回购进展符合既定的回购股份方案。

公司后续将根据市场情况继续在回购期限内实施回购计划，并根据相关法

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广东冠豪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十一月七日

平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平安交易型货币市场基金调整收益支付方式

并修订基金合同、托管协议的公告

� � � � 为满足投资者的理财需求，更好地服务于投资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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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法律法规的规定和《平安交易型货

币市场基金基金合同》（以下简称“《基金合同》” ）、《平安交易型货币市场基金托管协

议》（以下简称“《托管协议》” ）的约定，经与基金托管人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协

商一致，并报中国证监会备案，平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决定自

2019 年 11 月 7 日起，对旗下平安交易型货币市场基金（以下简称“本基金” ）A 类基金

份额调整收益支付方式，并修改《基金合同》、《托管协议》部分条款。

具体修订详见附件《平安交易型货币市场基金基金合同、托管协议修订前后文对照

表》。修订后的《基金合同》、《托管协议》自公告之日起生效。

投资者欲了解本基金的详细情况，请登录本公司网站（www.fund.pingan.com）查阅

修订后的《基金合同》、《托管协议》或拨打客户服务电话（400-800-4800）咨询相关信

息。

本公告的解释权归平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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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

者购买货币市场基金并不等于将资金作为存款存放在银行或者存款类金融机构，基金管

理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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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月 7 日

附件：平安交易型货币市场基金基金合同、托管协议修订前后文对照表

1、基金合同

章节 修订前 修订后

第十七部分

基金的收益

与分配

二、收益分配原则

本基金收益分配应遵循下列原则：

1、本基金同一类别内的每份基金份额享有同等分配权；

2、 本基金收益分配方式为红利再投资， 免收再投资的费

用；

3、每日分配收益：本基金根据每日收益情况，将当日收益

全部分配，若当日已实现收益大于零时，为投资人记正收益；基

金管理人将采取必要措施尽量避免基金净收益小于零，若当日

已实现收益小于零时，为投资人记负收益；若当日已实现收益

等于零时，当日投资人不记收益；

4、本基金 A 类基金份额采用“每日分配、按月支付” 原

则。本基金根据每日基金收益情况，以每万份基金已实现收益

为基准，为投资人每日计算当日收益并分配，每月集中支付。投

资人当日收益分配的计算保留到小数点后 2 位，小数点后第 3

位按去尾原则处理，因去尾形成的余额进行再次分配，直到分

完为止。

5、本基金 E 类基金份额采用“每日分配、利随本清” 的原

则。根据每日基金收益情况，以每百份基金已实现收益为基准，

为投资人每日计算当日收益并分配， 记入投资人收益账户。投

资人赎回 E 类基金份额时， 其对应比例的累计收益将立即结

清，以现金支付给投资人；若累计收益为负值，则从投资人赎回

基金款中按比例扣除。投资人当日收益分配的计算保留到小数

点后 2�位，小数点后第 3�位按去尾原则处理；

6、本基金根据每日收益情况，将当日收益全部分配，若当

日已实现收益大于零时，为投资人记正收益；若当日已实现收

益小于零时，为投资人记负收益；若当日已实现收益等于零时，

当日投资人不记收益；

二、收益分配原则

本基金收益分配应遵循下列原则：

1、本基金同一类别内的每份基金份额享有同等分配权；

2、 本基金收益分配方式为红利再投资， 免收再投资的费

用；

3、每日分配收益：本基金根据每日收益情况，将当日收益

全部分配，若当日已实现收益大于零时，为投资人记正收益；基

金管理人将采取必要措施尽量避免基金净收益小于零，若当日

已实现收益小于零时，为投资人记负收益；若当日已实现收益

等于零时，当日投资人不记收益；

4、本基金 A 类基金份额采用“每日分配、按日支付” 原

则。本基金根据每日基金收益情况，以每万份基金已实现收益

为基准，为投资人每日计算当日收益并分配，每日结转。投资人

当日收益分配的计算保留到小数点后 2位，小数点后第 3 位按

去尾原则处理，因去尾形成的余额进行再次分配，直到分完为

止。

5、本基金 E 类基金份额采用“每日分配、利随本清” 的原

则。根据每日基金收益情况，以每百份基金已实现收益为基准，

为投资人每日计算当日收益并分配， 记入投资人收益账户。投

资人赎回 E 类基金份额时， 其对应比例的累计收益将立即结

清，以现金

支付给投资人；若累计收益为负值，则从投资人赎回基金

款中按比例扣除。投资人当日收益分配的计算保留到小数点后

2�位，小数点后第 3�位按去尾原则处理；

6、本基金根据每日收益情况，将当日收益全部分配，若当

日已实现收益大于零时，为投资人记正收益；若当日已实现收

益小于零时，为投资人记负收益；若当日已实现收益等于零时，

当日投资人不记收益；

7、当日申购的基金份额自下一个工作日起，享有基金的收益分

配权益；当日赎回的基金份额自下一个工作日起，不享有基金

的收益分配权益；

8、投资人卖出部分 E 类基金份额时，不支付对应的收益；

但投资人全部卖出 E类基金份额时，以现金方式将全部累计收

益与投资人结清；

9、 当日买入的基金份额自买入当日起享有基金的收益分

配权益；当日卖出的基金份额自卖出当日起，不享有基金的收

益分配权益；

10、在不违反法律法规、基金合同的约定以及对基金份额

持有人利益无实质性不利影响的情况下，基金管理人可调整基

金收益的分配原则和支付方式， 不需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

会；

11、法律法规或监管机构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7、当日申购的基金份额自下一个工作日起，享有基金的收益分

配权益；当日赎回的基金份额自下一个工作日起，不享有基金

的收益分配权益；

8、投资人卖出部分 E 类基金份额时，不支付对应的收益；

但投资人全部卖出 E类基金份额时，以现金方式将全部累计收

益与投资人结清；

9、 当日买入的基金份额自买入当日起享有基金的收益分

配权益；当日卖出的基金份额自卖出当日起，不享有基金的收

益分配权益；

10、在不违反法律法规、基金合同的约定以及对基金份额

持有人利益无实质性不利影响的情况下，基金管理人可调整基

金收益的分配原则和支付方式， 不需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

会；

11、法律法规或监管机构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2、托管协议

章节 修订前 修订后

九、基金收益

分配

(一)基金收益分配的原则

基金收益分配应遵循下列原则：

1、本基金同一类别内的每份基金份额享有同等分配权；

2、 本基金收益分配方式为红利再投资， 免收再投资的费

用；

3、每日分配收益：本基金根据每日收益情况，将当日收益

全部分配，若当日已实现收益大于零时，为投资人记正收益；基

金管理人将采取必要措施尽量避免基金净收益小于零，若当日

已实现收益小于零时，为投资人记负收益；若当日已实现收益

等于零时，当日投资人不记收益；

4、本基金 A 类基金份额采用“每日分配、按月支付” 原

则。本基金根据每日基金收益情况，以每万份基金已实现收益

为基准，为投资人每日计算当日收益并分配，每月集中支付。投

资人当日收益分配的计算保留到小数点后 2 位，小数点后第 3

位按去尾原则处理，因去尾形成的余额进行再次分配，直到分

完为止。

5、本基金 E 类基金份额采用“每日分配、利随本清” 的原

则。根据每日基金收益情况，以每百份基金已实现收益为基准，

为投资人每日计算当日收益并分配， 记入投资人收益账户。投

资人赎回 E 类基金份额时， 其对应比例的累计收益将立即结

清，以现金支付给投资人；若累计收益为负值，则从投资人赎回

基金款中按比例扣除。投资人当日收益分配的计算保留到小数

点后 2�位，小数点后第 3�位按去尾原则处理；

6、本基金根据每日收益情况，将当日收益全部分配，若当

日已实现收益大于零时，为投资人记正收益；若当日已实现收

益小于零时，为投资人记负收益；若当日已实现收益等于零时，

当日投资人不记收益；

7、当日申购的基金份额自下一个工作日起，享有基金的收

益分配权益；当日赎回的基金份额自下一个工作日起，不享有

基金的收益分配权益；

8、投资人卖出部分 E 类基金份额时，不支付对应的收益；

但投资人全部卖出 E类基金份额时，以现金方式将全部累计收

益与投资人结清；

9、 当日买入的基金份额自买入当日起享有基金的收益分

配权益；当日卖出的基金份额自卖出当日起，不享有基金的收

益分配权益；

10、在不违反法律法规、基金合同的约定以及对基金份额

持有人利益无实质性不利影响的情况下，基金管理人可调整基

金收益的分配原则和支付方式， 不需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

会；

11、法律法规或监管机构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一)基金收益分配的原则

基金收益分配应遵循下列原则：

1、本基金同一类别内的每份基金份额享有同等分配权；

2、 本基金收益分配方式为红利再投资， 免收再投资的费

用；

3、每日分配收益：本基金根据每日收益情况，将当日收益

全部分配，若当日已实现收益大于零时，为投资人记正收益；基

金管理人将采取必要措施尽量避免基金净收益小于零，若当日

已实现收益小于零时，为投资人记负收益；若当日已实现收益

等于零时，当日投资人不记收益；

4、本基金 A 类基金份额采用“每日分配、按日支付” 原

则。本基金根据每日基金收益情况，以每万份基金已实现收益

为基准，为投资人每日计算当日收益并分配，每日结转。投资人

当日收益分配的计算保留到小数点后 2位，小数点后第 3 位按

去尾原则处理，因去尾形成的余额进行再次分配，直到分完为

止。

5、本基金 E 类基金份额采用“每日分配、利随本清” 的原

则。根据每日基金收益情况，以每百份基金已实现收益为基准，

为投资人每日计算当日收益并分配， 记入投资人收益账户。投

资人赎回 E 类基金份额时， 其对应比例的累计收益将立即结

清，以现金

支付给投资人；若累计收益为负值，则从投资人赎回基金

款中按比例扣除。投资人当日收益分配的计算保留到小数点后

2�位，小数点后第 3�位按去尾原则处理；

6、本基金根据每日收益情况，将当日收益全部分配，若当

日已实现收益大于零时，为投资人记正收益；若当日已实现收

益小于零时，为投资人记负收益；若当日已实现收益等于零时，

当日投资人不记收益；

7、当日申购的基金份额自下一个工作日起，享有基金的收

益分配权益；当日赎回的基金份额自下一个工作日起，不享有

基金的收益分配权益；

8、投资人卖出部分 E 类基金份额时，不支付对应的收益；

但投资人全部卖出 E类基金份额时，以现金方式将全部累计收

益与投资人结清；

9、 当日买入的基金份额自买入当日起享有基金的收益分

配权益；当日卖出的基金份额自卖出当日起，不享有基金的收

益分配权益；

10、在不违反法律法规、基金合同的约定以及对基金份额

持有人利益无实质性不利影响的情况下，基金管理人可调整基

金收益的分配原则和支付方式， 不需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

会；

11、法律法规或监管机构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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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友邦集成吊顶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实际控制人所持部分股份解除质押的公告

� � � �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浙江友邦集成吊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近日收到实际控制

人骆莲琴女士函告，获悉骆莲琴女士已将其质押的部分公司股份办理了质押解

除手续，具体情况如下：

一、股东股份质解除押的基本情况

2019年 4 月 17 日，骆莲琴女士将其持有的公司股份共 5,000,000 股（公司

于 2019 年 6 月实施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每 10 股转增 5 股，转增后，质押股数调

整为 7,500,000 股）与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进行了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具

体详见公告 2019-003）。

近期， 骆莲琴女士将上述处于质押状态中的股份办理了部分质押解除手

续，具体情况如下表：

股东

名称

是否为第一大股

东及其一致行动

人

解除质押股数

（股）

占其所持股份

比例（%）

占公司总股本

比例（%）

质押开始日期 解除质押日期 质权人

骆莲琴 是 1,200,000 3.07 0.91

2019年 4月 17

日

2019年 11月 6日

浙商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

二、股东股份累计质押的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时沈祥先生和骆莲琴女士

股份累计质押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累计质押股份数

量（股）

占其所持

股份比例

占公司总

股本比例

已质押股份

情况

未质押股份

情况

已质押股份限

售和冻结数量

（股）

占已质押

股份比例

未质押股份限

售和冻结数量

（股）

占未质押

股份比例

时沈祥 47,096,691 35.83% 0 0.00% 0.00% 0 0.00% 0 0.00%

骆莲琴 39,065,640 29.72% 18,850,000 48.25% 14.34% 0 0.00% 0 0.00%

合计 86,162,331 65.55% 18,850,000 21.88% 14.34% 0 0.00% 0 0.00%

三、备查文件

1、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证券质押及司法冻结明细表》；

2、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股份解除质押登记证明。

特此公告。

浙江友邦集成吊顶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九年十一月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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