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修订旗下上海证券交易所跨市场股票ETF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的公告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上交所”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的通知及

有关业务实施细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将自2020年1月20日起

对在上交所上市的交易型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的交易结算模式进行优化调整。基于此，经与

基金托管人协商一致并向中国证监会备案， 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基金管理

人” ）对旗下在上交所上市的跨市场股票交易型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简称“上交所跨市场

股票ETF” ）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中有关清算交收与登记等内容进行了相应修订。现将主

要修订情况公告如下：

一、基金范围

基金名称 场内简称 基金代码

华夏沪深30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华夏300 510330

华夏中证50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中证500 512500

战略新兴成指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战略新兴 512770

华夏中证全指证券公司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华夏证券 515010

华夏中证银行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华夏银基 515020

华夏中证全指房地产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华夏地产 515060

华夏中证5G通信主题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5GETF 515050

华夏中证人工智能主题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AI智能 515070

华夏中证央企结构调整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央企改革 512950

华夏MSCI中国A股国际通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MSCI�A股 512990

二、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修订情况

本次基金合同、 招募说明书修订内容主要为基金申购与赎回的清算交收与登记相关内

容。各基金基金合同或招募说明书修订内容如下：

（一）华夏300（基金合同和招募说明书修订）

1、基金合同修订

章节 标题 修订前 修订后

七、基金份额的申购与赎回

（四）申购与赎回的程序2、申

购和赎回申请的确认

......

投资者申购的基金份额

当日可卖出， 当日未卖出的

基金份额在份额交收成功之

前不得卖出和赎回； 投资者

赎回获得的股票当日可卖

出。

......

投资者申购的基金份额

当日可卖出； 投资者赎回获

得的股票当日可卖出。

（四）申购与赎回的程序3、申

购和赎回的清算交收与登记

…….

投资者T日申购成功后，

登记结算机构在T日收市后

为投资者办理申购当日卖出

基金份额与上交所上市的成

份股的交收以及现金替代的

清算；在T+1日办理申购当日

未卖出基金份额与现金替代

的交收以及现金差额的清

算，在T+2日办理现金差额的

交收， 并将结果发送给申购

赎回代理机构、 基金管理人

和基金托管人。 现金替代交

收失败的， 该笔申购当日未

卖出基金份额交收失败。

投资者T日赎回成功后，

登记结算机构在T日收市后

为投资者办理基金份额的注

销与上交所上市的成份股的

交收以及现金替代的清算；

在T+1日办理上交所上市的

成分股现金替代的交收以及

现金差额的清算，在T+2日办

理现金差额的交收， 并将结

果发送给申购赎回代理机

构、 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

人。基金管理人不迟于T+3日

办理赎回的深交所上市的成

份股现金替代的交付。

……

…….

投资者T日申购成功后，

登记结算机构在T日收市后

为投资者办理基金份额与上

交所上市的成份股的交收以

及现金替代的清算；在T+1日

办理现金替代的交收以及现

金差额的清算，在T+2日办理

现金差额的交收， 并将结果

发送给申购赎回代理机构、

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

投资者T日赎回成功后，

登记结算机构在T日收市后

为投资者办理基金份额的注

销与上交所上市的成份股的

交收以及现金替代的清算；

在T+1日办理现金替代的交

收以及现金差额的清算，在

T+2日办理现金差额的交收，

并将结果发送给申购赎回代

理机构、 基金管理人和基金

托管人。

…….

2、招募说明书修订

章节 标题 修订前 修订后

重要提示 第四段

投资者申购的基金份额当日

可卖出， 当日未卖出的基金

份额在份额交收成功之前不

得卖出和赎回； 即在目前结

算规则下，T日申购的基金份

额当日可卖出，T日申购当日

未卖出的基金份额，T+1日不

得卖出和赎回，T+1日交收成

功后T+2日可卖出和赎回。因

此为投资者办理申购业务的

代理机构若发生交收违约，

将导致投资者不能及时、足

额获得申购当日未卖出的基

金份额， 投资者的利益可能

受到影响。

删除左侧内容。

九、基金份额的申购与赎回

（四） 申购与赎回的程序 1、

场内申购与赎回的程序（2）

申购和赎回申请的确认

……

投资者申购的基金份额

当日可卖出， 当日未卖出的

基金份额在份额交收成功之

前不得卖出和赎回； 即在目

前结算规则下，T日申购的基

金份额当日可卖出，T日申购

当日未卖出的基金份额，T+1

日不得卖出和赎回，T+1日交

收成功后T+2日可卖出和赎

回。 投资者赎回获得的股票

当日可卖出。

……

投资者申购的基金份额

当日可卖出； 投资者赎回获

得的股票当日可卖出。

（四） 申购与赎回的程序 1、

场内申购与赎回的程序（3）

申购和赎回的清算交收与登

记

……对于本基金的申购业务

采用净额结算和逐笔全额结

算相结合的方式， 其中上交

所上市的成份股的现金替

代、 申购当日并卖出的基金

份额及对应的深交所上市的

成份股的现金替代采用净额

结算， 申购当日未卖出的基

金份额及对应的深交所上市

的成份股的现金替代采用逐

笔全额结算； 对于本基金的

赎回业务采用净额结算和代

收代付相结合的方式， 其中

上交所上市的成份股的现金

替代采用净额结算， 深交所

上市的成份股的现金替代采

用代收代付； 本基金上述申

购赎回业务涉及的现金差额

和现金替代退补款采用代收

代付。

投资者T日申购成功后，

登记结算机构在T日收市后

为投资者办理申购当日卖出

基金份额与上交所上市的成

份股的交收以及现金替代的

清算；在T+1日办理申购当日

未卖出基金份额与现金替代

的交收以及现金差额的清

算，在T+2日办理现金差额的

交收， 并将结果发送给申购

赎回代理机构、 基金管理人

和基金托管人。 现金替代交

收失败的， 该笔申购当日未

卖出基金份额交收失败。

投资者T日赎回成功后，

登记结算机构在T日收市后

为投资者办理基金份额的注

销与上交所上市的成份股的

交收以及现金替代的清算；

在T+1日办理上交所上市的

成份股现金替代的交收以及

现金差额的清算，在T+2日办

理现金差额的交收， 并将结

果发送给申购赎回代理机

构、 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

人。基金管理人不迟于T+3日

办理赎回的深交所上市的成

份股现金替代的交付。

……

……

投资者T日申购成功后，

登记结算机构在T日收市后

为投资者办理基金份额与上

交所上市的成份股的交收以

及现金替代的清算；在T+1日

办理现金替代的交收以及现

金差额的清算，在T+2日办理

现金差额的交收， 并将结果

发送给申购赎回代理机构、

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

投资者T日赎回成功后，

登记结算机构在T日收市后

为投资者办理基金份额的注

销与上交所上市的成份股的

交收以及现金替代的清算；

在T+1日办理现金替代的交

收以及现金差额的清算，在

T+2日办理现金差额的交收，

并将结果发送给申购赎回代

理机构、 基金管理人和基金

托管人。

……

十八、风险揭示

（一） 投资于本基金的主要

风险 8、投资者申购失败的风

险

投资者申购当日未卖出的基

金份额在交收成功后方可卖

出和赎回。 因此为投资者办

理申购业务的申购赎回代理

机构如发生交收违约， 将导

致投资者不能及时、 足额获

得申购当日未卖出的基金份

额， 投资者的利益可能受到

影响。

删除左侧风险揭示内容。

（二）中证500（基金合同和招募说明书修订）

1、基金合同修订

章节 标题 修订前 修订后

第七部分、 基金份额的申购

与赎回

四、 申购与赎回的程序 1、场

内申购与赎回的程序（2）申

购和赎回申请的确认

......

投资者申购的基金份额

当日可卖出， 当日未卖出的

基金份额在份额交收成功之

前不得卖出和赎回； 投资者

赎回获得的股票当日可卖

出。 即在目前结算规则下，T

日申购的基金份额当日可卖

出，T日申购当日未卖出的基

金份额，T+1日不得卖出和赎

回，T+1日交收成功后T+2日

可卖出和赎回。 投资者赎回

获得的股票当日可卖出。

......

投资者申购的基金份额

当日可卖出； 投资者赎回获

得的股票当日可卖出。

四、 申购与赎回的程序 1、场

内申购与赎回的程序（3）申

购和赎回的清算交收与登记

…….

投资者T日申购成功后，

登记机构在T日收市后为投

资者办理申购当日卖出基金

份额与上交所上市的成份股

的交收以及现金替代的清

算；在T+1日办理申购当日未

卖出基金份额与现金替代的

交收以及现金差额的清算，

在T+2日办理现金差额的交

收， 并将结果发送给申购赎

回代理机构、 基金管理人和

基金托管人。 现金替代交收

失败的， 该笔申购当日未卖

出基金份额交收失败。

投资者T日赎回成功后，

登记机构在T日收市后为投

资者办理基金份额的注销与

上交所上市的成份股的交收

以及现金替代的清算；在T+1

日办理上交所上市的成份股

现金替代的交收以及现金差

额的清算，在T+2日办理现金

差额的交收， 并将结果发送

给申购赎回代理机构、 基金

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 基金

管理人不迟于T+3日办理赎

回的深交所上市的成份股现

金替代的交付。

……

…….

投资者T日申购成功后，

登记机构在T日收市后为投

资者办理基金份额与上交所

上市的成份股的交收以及现

金替代的清算；在T+1日办理

现金替代的交收以及现金差

额的清算，在T+2日办理现金

差额的交收， 并将结果发送

给申购赎回代理机构、 基金

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

投资者T日赎回成功后，

登记机构在T日收市后为投

资者办理基金份额的注销与

上交所上市的成份股的交收

以及现金替代的清算；在T+1

日办理现金替代的交收以及

现金差额的清算，在T+2日办

理现金差额的交收， 并将结

果发送给申购赎回代理机

构、 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

人。

…….

2、招募说明书修订

章节 标题 修订前 修订后

重要提示 第四段

对于场内申购， 投资者申购

的基金份额当日可卖出，当

日未卖出的基金份额在份额

交收成功之前不得卖出和赎

回； 即在目前结算规则下，T

日申购的基金份额当日可卖

出，T日申购当日未卖出的基

金份额，T+1日不得卖出和赎

回，T+1日交收成功后T+2日

可卖出和赎回。 因此为投资

者办理申购业务的代理机构

若发生交收违约， 将导致投

资者不能及时、 足额获得申

购当日未卖出的基金份额，

投资者的利益可能受到影

响。

删除左侧内容。

九、基金份额的申购与赎回

（四） 申购与赎回的程序 1、

场内申购与赎回的程序（2）

申购和赎回申请的确认

……

投资者申购的基金份额

当日可卖出， 当日未卖出的

基金份额在份额交收成功之

前不得卖出和赎回； 投资者

赎回获得的股票当日可卖

出。 即在目前结算规则下，T

日申购的基金份额当日可卖

出，T日申购当日未卖出的基

金份额，T+1日不得卖出和赎

回，T+1日交收成功后T+2日

可卖出和赎回。 投资者赎回

获得的股票当日可卖出。

……

投资者申购的基金份额

当日可卖出； 投资者赎回获

得的股票当日可卖出。

（四） 申购与赎回的程序 1、

场内申购与赎回的程序（3）

申购和赎回的清算交收与登

记

……对于本基金的申购业务

采用净额结算和逐笔全额结

算相结合的方式， 其中上交

所上市的成份股的现金替

代、 申购当日并卖出的基金

份额及对应的深交所上市的

成份股的现金替代采用净额

结算， 申购当日未卖出的基

金份额及对应的深交所上市

的成份股的现金替代采用逐

笔全额结算； 对于本基金的

赎回业务采用净额结算和代

收代付相结合的方式， 其中

上交所上市的成份股的现金

替代采用净额结算， 深交所

上市的成份股的现金替代采

用代收代付； 本基金上述申

购赎回业务涉及的现金差额

和现金替代退补款采用代收

代付。

投资者T日申购成功后，

登记机构在T日收市后为投

资者办理申购当日卖出基金

份额与上交所上市的成份股

的交收以及现金替代的清

算；在T+1日办理申购当日未

卖出基金份额与现金替代的

交收以及现金差额的清算，

在T+2日办理现金差额的交

收， 并将结果发送给申购赎

回代理机构、 基金管理人和

基金托管人。 现金替代交收

失败的， 该笔申购当日未卖

出基金份额交收失败。

投资者T日赎回成功后，

登记机构在T日收市后为投

资者办理基金份额的注销与

上交所上市的成份股的交收

以及现金替代的清算；在T+1

日办理上交所上市的成份股

现金替代的交收以及现金差

额的清算，在T+2日办理现金

差额的交收， 并将结果发送

给申购赎回代理机构、 基金

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 基金

管理人不迟于T+3日办理赎

回的深交所上市的成份股现

金替代的交付。

……

……

投资者T日申购成功后，

登记机构在T日收市后为投

资者办理基金份额与上交所

上市的成份股的交收以及现

金替代的清算；在T+1日办理

现金替代的交收以及现金差

额的清算，在T+2日办理现金

差额的交收， 并将结果发送

给申购赎回代理机构、 基金

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

投资者T日赎回成功后，

登记机构在T日收市后为投

资者办理基金份额的注销与

上交所上市的成份股的交收

以及现金替代的清算；在T+1

日办理现金替代的交收以及

现金差额的清算，在T+2日办

理现金差额的交收， 并将结

果发送给申购赎回代理机

构、 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

人。

……

十八、风险揭示

（一） 投资于本基金的主要

风险 9、投资者申购失败的风

险

投资者申购当日未卖出的基

金份额在交收成功后方可卖

出和赎回。 因此为投资者办

理申购业务的申购赎回代理

机构如发生交收违约， 将导

致投资者不能及时、 足额获

得申购当日未卖出的基金份

额， 投资者的利益可能受到

影响。

删除左侧风险揭示内容。

（三）战略新兴（基金合同和招募说明书修订）

1、基金合同修订

章节 标题 修订前 修订后

第七部分、 基金份额的申购

与赎回

四、 申购与赎回的程序 2、申

购和赎回申请的确认

......

投资者申购的基金份额

当日可卖出， 当日未卖出的

基金份额在份额交收成功之

前不得卖出和赎回； 投资者

赎回获得的股票当日可卖

出。即在目前的结算规则下，

T日申购的基金份额当日可

卖出，T日申购当日未卖出的

基金份额，T+1日不得卖出和

赎回，T+1日交收成功后,T+2

日可卖出和赎回。 投资者赎

回获得的股票当日可卖出。

......

投资者申购的基金份额

当日可卖出； 投资者赎回获

得的股票当日可卖出。

四、 申购与赎回的程序 3、申

购和赎回的清算交收与登记

…….

投资者T日申购成功后，

登记机构在T日收市后为投

资者办理申购当日卖出基金

份额与上交所上市的成份股

的交收以及现金替代的清

算；在T+1日办理申购当日未

卖出基金份额与现金替代的

交收以及现金差额的清算，

在T+2日办理现金差额的交

收， 并将结果发送给申购赎

回代理机构、 基金管理人和

基金托管人。 现金替代交收

失败的， 该笔申购当日未卖

出基金份额交收失败。

投资者T日赎回成功后，

登记机构在T日收市后为投

资者办理基金份额的注销与

上交所上市的成份股的交收

以及现金替代的清算；在T+1

日办理上交所上市的成份股

现金替代的交收以及现金差

额的清算，在T+2日办理现金

差额的交收， 并将结果发送

给申购赎回代理机构、 基金

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 基金

管理人不迟于T+3日办理赎

回的深交所上市的成份股现

金替代的交付。

……

…….

投资者T日申购成功后，

登记机构在T日收市后为投

资者办理基金份额与上交所

上市的成份股的交收以及现

金替代的清算；在T+1日办理

现金替代的交收以及现金差

额的清算，在T+2日办理现金

差额的交收， 并将结果发送

给申购赎回代理机构、 基金

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

投资者T日赎回成功后，

登记机构在T日收市后为投

资者办理基金份额的注销与

上交所上市的成份股的交收

以及现金替代的清算；在T+1

日办理现金替代的交收以及

现金差额的清算，在T+2日办

理现金差额的交收， 并将结

果发送给申购赎回代理机

构、 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

人。

…….

2、招募说明书修订

章节 标题 修订前 修订后

九、基金份额的申购与赎回

（四） 申购与赎回的程序 2、

申购和赎回申请的确认

……

投资者申购的基金份额

当日可卖出， 当日未卖出的

基金份额在份额交收成功之

前不得卖出和赎回； 投资者

赎回获得的股票当日可卖

出。即在目前的结算规则下，

T日申购的基金份额当日可

卖出，T日申购当日未卖出的

基金份额，T+1日不得卖出和

赎回，T+1日交收成功后，

T+2日可卖出和赎回。投资者

赎回获得的股票当日可卖

出。

……

投资者申购的基金份额

当日可卖出； 投资者赎回获

得的股票当日可卖出。

（四） 申购与赎回的程序 3、

申购和赎回的清算交收与登

记

……

投资者T日申购成功后，

登记机构在T日收市后为投

资者办理申购当日卖出基金

份额与上交所上市的成份股

的交收以及现金替代的清

算；在T+1日办理申购当日未

卖出基金份额与现金替代的

交收以及现金差额的清算，

在T+2日办理现金差额的交

收， 并将结果发送给申购赎

回代理机构、 基金管理人和

基金托管人。 现金替代交收

失败的， 该笔申购当日未卖

出基金份额交收失败。

投资者T日赎回成功后，

登记机构在T日收市后为投

资者办理基金份额的注销与

上交所上市的成份股的交收

以及现金替代的清算；在T+1

日办理上交所上市的成份股

现金替代的交收以及现金差

额的清算，在T+2日办理现金

差额的交收， 并将结果发送

给申购赎回代理机构、 基金

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 基金

管理人不迟于T+3日办理赎

回的深交所上市的成份股现

金替代的交付。

……

……

投资者T日申购成功后，

登记机构在T日收市后为投

资者办理基金份额与上交所

上市的成份股的交收以及现

金替代的清算；在T+1日办理

现金替代的交收以及现金差

额的清算，在T+2日办理现金

差额的交收， 并将结果发送

给申购赎回代理机构、 基金

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

投资者T日赎回成功后，

登记机构在T日收市后为投

资者办理基金份额的注销与

上交所上市的成份股的交收

以及现金替代的清算；在T+1

日办理现金替代的交收以及

现金差额的清算，在T+2日办

理现金差额的交收， 并将结

果发送给申购赎回代理机

构、 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

人。

……

十八、风险揭示

（一） 投资于本基金的主要

风险 9、投资者申购失败的风

险

投资者申购当日未卖出的基

金份额在交收成功后方可卖

出和赎回。 因此为投资者办

理申购业务的申购赎回代理

机构如发生交收违约， 将导

致投资者不能及时、 足额获

得申购当日未卖出的基金份

额， 投资者的利益可能受到

影响。

删除左侧风险揭示内容。

（四）MSCI� A股（基金合同和招募说明书修订）

1、基金合同修订

章节 标题 修订前 修订后

第七部分、 基金份额的申购

与赎回

四、 申购与赎回的程序 1、场

内申购与赎回的程序（2）申

购和赎回申请的确认

......

投资者申购的基金份额

当日可卖出， 当日未卖出的

基金份额在份额交收成功之

前不得卖出和赎回； 投资者

赎回获得的股票当日可卖

出。 即在目前结算规则下，T

日申购的基金份额当日可卖

出，T日申购当日未卖出的基

金份额，T+1日不得卖出和赎

回，T+1日交收成功后T+2日

可卖出和赎回。 投资者赎回

获得的股票当日可卖出。

......

投资者申购的基金份额

当日可卖出； 投资者赎回获

得的股票当日可卖出。

四、 申购与赎回的程序 1、场

内申购与赎回的程序（3）申

购和赎回的清算交收与登记

…….

投资者T日申购成功后，

登记机构在T日收市后为投

资者办理申购当日卖出基金

份额与上交所上市的成份股

的交收以及现金替代的清

算；在T+1日办理申购当日未

卖出基金份额与现金替代的

交收以及现金差额的清算，

在T+2日办理现金差额的交

收， 并将结果发送给申购赎

回代理机构、 基金管理人和

基金托管人。 现金替代交收

失败的， 该笔申购当日未卖

出基金份额交收失败。

投资者T日赎回成功后，

登记机构在T日收市后为投

资者办理基金份额的注销与

上交所上市的成份股的交收

以及现金替代的清算；在T+1

日办理上交所上市的成份股

现金替代的交收以及现金差

额的清算，在T+2日办理现金

差额的交收， 并将结果发送

给申购赎回代理机构、 基金

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 基金

管理人不迟于T+3日办理赎

回的深交所上市的成份股现

金替代的交付。

……

…….

投资者T日申购成功后，

登记机构在T日收市后为投

资者办理基金份额与上交所

上市的成份股的交收以及现

金替代的清算；在T+1日办理

现金替代的交收以及现金差

额的清算，在T+2日办理现金

差额的交收， 并将结果发送

给申购赎回代理机构、 基金

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

投资者T日赎回成功后，

登记机构在T日收市后为投

资者办理基金份额的注销与

上交所上市的成份股的交收

以及现金替代的清算；在T+1

日办理现金替代的交收以及

现金差额的清算，在T+2日办

理现金差额的交收， 并将结

果发送给申购赎回代理机

构、 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

人。

…….

2、招募说明书修订

章节 标题 修订前 修订后

重要提示 第四段

对于场内申购， 投资者申购

的基金份额当日可卖出，当

日未卖出的基金份额在份额

交收成功之前不得卖出和赎

回； 即在目前结算规则下，T

日申购的基金份额当日可卖

出，T日申购当日未卖出的基

金份额，T+1日不得卖出和赎

回，T+1日交收成功后T+2日

可卖出和赎回。 因此为投资

者办理申购业务的代理机构

若发生交收违约， 将导致投

资者不能及时、 足额获得申

购当日未卖出的基金份额，

投资者的利益可能受到影

响。

删除左侧内容。

九、基金份额的申购与赎回

（四） 申购与赎回的程序 1、

场内申购与赎回的程序（2）

申购和赎回申请的确认

……

投资者申购的基金份额

当日可卖出， 当日未卖出的

基金份额在份额交收成功之

前不得卖出和赎回； 投资者

赎回获得的股票当日可卖

出。 即在目前结算规则下，T

日申购的基金份额当日可卖

出，T日申购当日未卖出的基

金份额，T+1日不得卖出和赎

回，T+1日交收成功后T+2日

可卖出和赎回。 投资者赎回

获得的股票当日可卖出。

……

投资者申购的基金份额

当日可卖出； 投资者赎回获

得的股票当日可卖出。

（四） 申购与赎回的程序 1、

场内申购与赎回的程序（3）

申购和赎回的清算交收与登

记

……

对于本基金的申购业务

采用净额结算和逐笔全额结

算相结合的方式， 其中上交

所上市的成份股的现金替

代、 申购当日并卖出的基金

份额及对应的深交所上市的

成份股的现金替代采用净额

结算， 申购当日未卖出的基

金份额及对应的深交所上市

的成份股的现金替代采用逐

笔全额结算； 对于本基金的

赎回业务采用净额结算和代

收代付相结合的方式， 其中

上交所上市的成份股的现金

替代采用净额结算， 深交所

上市的成份股的现金替代采

用代收代付； 本基金上述申

购赎回业务涉及的现金差额

和现金替代退补款采用代收

代付。

投资者T日申购成功后，

登记机构在T日收市后为投

资者办理申购当日卖出基金

份额与上交所上市的成份股

的交收以及现金替代的清

算；在T+1日办理申购当日未

卖出基金份额与现金替代的

交收以及现金差额的清算，

在T+2日办理现金差额的交

收， 并将结果发送给申购赎

回代理机构、 基金管理人和

基金托管人。 现金替代交收

失败的， 该笔申购当日未卖

出基金份额交收失败。

投资者T日赎回成功后，

登记机构在T日收市后为投

资者办理基金份额的注销与

上交所上市的成份股的交收

以及现金替代的清算；在T+1

日办理上交所上市的成份股

现金替代的交收以及现金差

额的清算，在T+2日办理现金

差额的交收， 并将结果发送

给申购赎回代理机构、 基金

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 基金

管理人不迟于T+3日办理赎

回的深交所上市的成份股现

金替代的交付。

……

……

投资者T日申购成功后，

登记机构在T日收市后为投

资者办理基金份额与上交所

上市的成份股的交收以及现

金替代的清算；在T+1日办理

现金替代的交收以及现金差

额的清算，在T+2日办理现金

差额的交收， 并将结果发送

给申购赎回代理机构、 基金

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

投资者T日赎回成功后，

登记机构在T日收市后为投

资者办理基金份额的注销与

上交所上市的成份股的交收

以及现金替代的清算；在T+1

日办理现金替代的交收以及

现金差额的清算，在T+2日办

理现金差额的交收， 并将结

果发送给申购赎回代理机

构、 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

人。

……

十八、风险揭示

（一） 投资于本基金的主要

风险 9、投资者申购失败的风

险

投资者申购当日未卖出的基

金份额在交收成功后方可卖

出和赎回。 因此为投资者办

理申购业务的申购赎回代理

机构如发生交收违约， 将导

致投资者不能及时、 足额获

得申购当日未卖出的基金份

额， 投资者的利益可能受到

影响。

删除左侧风险揭示内容。

（五）央企改革（招募说明书修订）

章节 标题 修订前 修订后

重要提示 第六段

投资人申购的基金份额当日

可卖出， 当日未卖出的基金

份额在份额交收成功之前不

得卖出和赎回； 即在目前结

算规则下，T日申购的基金份

额当日可卖出，T日申购当日

未卖出的基金份额，T+1日不

得卖出和赎回，T+1日交收成

功后T+2日可卖出和赎回。因

此为投资人办理申购业务的

代理券商若发生交收违约，

将导致投资人不能及时、足

额获得申购当日未卖出的基

金份额， 投资人的利益可能

受到影响。

删除左侧内容。

九、基金份额的申购与赎回

（四） 申购与赎回的程序 2、

申购和赎回申请的确认

……

投资者申购的基金份额

当日可卖出， 当日未卖出的

基金份额在份额交收成功之

前不得卖出和赎回； 投资者

赎回获得的股票当日可卖

出。 即在目前结算规则下，T

日申购的基金份额当日可卖

出，T日申购当日未卖出的基

金份额，T+1日不得卖出和赎

回，T+1日交收成功后T+2日

可卖出和赎回。

……

投资者申购的基金份额

当日可卖出； 投资者赎回获

得的股票当日可卖出。

（四） 申购与赎回的程序 3、

申购和赎回的清算交收与登

记

……对于本基金的申购业务

采用净额结算和逐笔全额结

算相结合的方式， 其中上海

证券交易所上市的成份股的

现金替代、 申购并当日卖出

的基金份额涉及的深圳证券

交易所上市的成份股的现金

替代采用净额结算， 申购当

日未卖出的基金份额涉及的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的成份

股的现金替代采用逐笔全额

结算； 对于本基金的赎回业

务采用净额结算和代收代付

相结合的方式， 其中上海证

券交易所上市的成份股的现

金替代采用净额结算， 深圳

证券交易所上市的成份股的

现金替代采用代收代付；本

基金上述申购赎回业务涉及

的现金差额和现金替代退补

款采用代收代付。

投资人T日申购成功后，

登记机构在T日收市后办理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的成份

股交收与申购当日卖出基金

份额的交收登记以及现金替

代的清算；在T+1日办理现金

替代的交收与申购当日未卖

出基金份额的交收登记以及

现金差额的清算；在T+2日办

理现金差额的交收， 并将结

果发送给申购赎回代理机

构、 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

人。现金替代交收失败的，该

笔申购当日未卖出基金份额

交收失败。

投资人T日赎回成功后，

登记机构在T日收市后办理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的成份

股交收与现金替代的清算以

及基金份额的注销；在T+1日

办理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的

成份股现金替代的交收以及

现金差额的清算；在T+2日办

理现金差额的交收， 并将结

果发送给申购赎回代理机

构、 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

人。基金管理人不迟于T+3日

办理赎回的深圳证券交易所

上市的成份股现金替代的交

付。

……

……

投资人T日申购成功后，

登记机构在T日收市后办理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的成份

股交收与基金份额的交收登

记以及现金替代的清算；在

T+1日办理现金替代的交收

以及现金差额的清算；在T+2

日办理现金差额的交收，并

将结果发送给申购赎回代理

机构、 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

管人。

投资人T日赎回成功后，

登记机构在T日收市后办理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的成份

股交收与现金替代的清算以

及基金份额的注销；在T+1日

办理现金替代的交收以及现

金差额的清算；在T+2日办理

现金差额的交收， 并将结果

发送给申购赎回代理机构、

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

……

（六）华夏证券、华夏银基、华夏地产、5GETF、AI智能（招募说明书修订）

章节 标题 修订前 修订后

重要提示 第四段

投资者申购的基金份额当日

可卖出， 当日未卖出的基金

份额在份额交收成功之前不

得卖出和赎回； 即在目前结

算规则下，T日申购的基金份

额当日可卖出，T日申购当日

未卖出的基金份额，T+1日不

得卖出和赎回，T+1日交收成

功后T+2日可卖出和赎回。因

此为投资者办理申购业务的

代理机构若发生交收违约，

将导致投资者不能及时、足

额获得申购当日未卖出的基

金份额， 投资者的利益可能

受到影响。

删除左侧内容。

基金份额的申购与赎回

（四） 申购与赎回的程序 3、

申购和赎回的清算交收与登

记

……

投资者T日申购成功后，

登记机构在T日收市后为投

资者办理申购当日卖出基金

份额与上交所上市的成份股

的交收以及现金替代的清

算；在T+1日办理申购当日未

卖出基金份额与现金替代的

交收以及现金差额的清算，

在T+2日办理现金差额的交

收， 并将结果发送给申购赎

回代理机构、 基金管理人和

基金托管人。 现金替代交收

失败的， 该笔申购当日未卖

出基金份额交收失败。

投资者T日赎回成功后，

登记机构在T日收市后为投

资者办理基金份额的注销与

上交所上市的成份股的交收

以及现金替代的清算；在T+1

日办理上交所上市的成份股

现金替代的交收以及现金差

额的清算，在T+2日办理现金

差额的交收， 并将结果发送

给申购赎回代理机构、 基金

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 基金

管理人不迟于T+3日办理赎

回的深交所上市的成份股现

金替代的交付。

……

……

投资者T日申购成功后，

登记机构在T日收市后为投

资者办理基金份额与上交所

上市的成份股的交收以及现

金替代的清算；在T+1日办理

现金替代的交收以及现金差

额的清算，在T+2日办理现金

差额的交收， 并将结果发送

给申购赎回代理机构、 基金

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

投资者T日赎回成功后，

登记机构在T日收市后为投

资者办理基金份额的注销与

上交所上市的成份股的交收

以及现金替代的清算；在T+1

日办理现金替代的交收以及

现金差额的清算，在T+2日办

理现金差额的交收， 并将结

果发送给申购赎回代理机

构、 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

人。

……

十七、风险揭示

（一） 投资于本基金的主要

风险 9、 投资者申购失败的

风险

投资者申购当日未卖出的基

金份额在交收成功后方可卖

出和赎回。 因此为投资者办

理申购业务的申购赎回代理

机构如发生交收违约， 将导

致投资者不能及时、 足额获

得申购当日未卖出的基金份

额， 投资者的利益可能受到

影响。

删除左侧风险揭示内容。

本次修订对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无实质性不利影响，且已履行了规定的程序，符合相关

法律法规的规定，修订自2020年1月20日起生效。基金管理人可在不涉及基金合同当事人权利

义务关系变化或对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无实质性不利影响的前提下，对上述基金法律文件进

行其他必要的修改和补充。届时投资者可登录基金管理人网站（www.ChinaAMC.com）查阅

修订后的基金合同及招募说明书。

特此公告

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二○年一月十五日

信息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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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882� � � �证券简称：妙可蓝多 公告编号：2020-015

上海妙可蓝多食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部分董事、高级管理人员集中竞价减持股份计划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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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部分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持股的基本情况：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上海妙可蓝多食品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董事兼高级管理人员任松、白丽君和高级管理人员郭

永来合计持有本公司股份2,100,000股，约占公司目前股份总数的0.51%；

● 集中竞价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因个人资金需求，公司董事兼高级管理人员任松、白

丽君和高级管理人员郭永来拟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15个交易日后的6个月内（窗口期不减持）

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合计不超过525,000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的0.13%），减持

价格按市场价格确定。

一、集中竞价减持主体的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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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任松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750,000 0.18% 其他方式取得：750,000股

白丽君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750,000 0.18% 其他方式取得：750,000股

郭永来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600,000 0.15% 其他方式取得：600,000股

上述减持主体无一致行动人。

上述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上市以来未减持股份。

二、集中竞价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股东名称

计划减持数量

（股）

计划减持

比例

减持方式

竞价交易减

持期间

减持合理价

格区间

拟减持股份

来源

拟减持原

因

任松

不超过：187,500

股

不 超 过 ：

0.046%

竞价交易减持，不超

过：187,500股

2020/2/13 ～

2020/8/11

按市场价格 股权激励

个人资金

需求

白丽君

不超过：187,500

股

不 超 过 ：

0.046%

竞价交易减持，不超

过：187,500股

2020/2/13 ～

2020/8/11

按市场价格 股权激励

个人资金

需求

郭永来

不超过：150,000

股

不 超 过 ：

0.037%

竞价交易减持，不超

过：150,000股

2020/2/13 ～

2020/8/11

按市场价格 股权激励

个人资金

需求

注：本次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拟减持的股份全部来源于公司2017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向

其授予的限制性股票，且该部分股份均已解锁并上市流通。

(一)相关股东是否有其他安排

(二)大股东及董监高此前对持股比例、持股数量、持股期限、减持方式、减持数量、减持价格

等是否作出承诺 √是 □否

本次拟减持股份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承诺：在担任公司董事或高级管理人员期间，每年

转让的股份不超过本人所持有本公司股份总数的25%；在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所持有的本公

司股份。

本次拟减持事项与此前已披露的承诺是否一致 √是 □否

三、集中竞价减持计划相关风险提示

(一)本次减持计划的实施未违反《证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

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上述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将根据市场情况、公司股价情

况等情形决定是否实施本次股份减持计划，存在减持时间、减持价格、减持数量的不确定性。

(二)减持计划实施是否可能导致上市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的风险 □是 √否

(三)在按照上述计划减持本公司股份期间，相关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将严格遵守有关法律

法规及公司规章制度，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上海妙可蓝多食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1月14日

股票代码：002433� � � �股票简称：太安堂 公告编号：2020-006

债券代码：112336� � � �债券简称：16太安债

广东太安堂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转让控股子公司部分股权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

广东太安堂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9年12月30日召开了第五届董事

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转让控股子公司部分股权的议案》，同意公司将其持有的控

股子公司广东康爱多数字健康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康爱多” ）3.5%的股权分别转让给南

京信江物联网技术有限公司、广州众邦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及臧国荣先生。同日，公司与上述

三方分别签订了《关于广东康爱多数字健康科技有限公司的股权转让协议》，合计转让公司持

有的康爱多3.5%股权，转让金额为8,750万元。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0年1月2日、1月3日及1月

9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

com.cn）披露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01、2020-002、2020-003、2020-005）。截至本公告日，

公司已收到受让方股权转让款合计7,500万元，占全部股权转让价款的85.71%。

特此公告

广东太安堂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一月十五日

证券代码：600298� � � �证券简称：安琪酵母 临2020-002号

安琪酵母股份有限公司

关联交易进展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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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琪酵母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19年3月21日召开了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

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18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确认及2019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

计的议案》，预计2019年，公司及子公司同新疆农垦现代糖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疆农

垦）发生的购买原材料及相关产品或服务类的关联交易金额不超过2300万元；公司及子公司

同湖北安琪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琪集团）发生的房屋土地租赁类的关联交易金额不

超过30.19万元；公司同上海峰焙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峰焙）发生的房屋租赁及购

买产品类的关联交易金额不超过5.6万元。

上述议案详细内容见2019年3月21日刊载于 《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

报》及上交所网站www.sse.com.cn上的公司“临 2019-007号公告。

2019年10月1日至2019年12月31日，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与关联方新疆农垦发生关联交易

金额为529.97万元，与关联方安琪集团发生关联交易金额为15.09万元，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关联方

关联交易

类别

2019年10月1日至2019年12月31日

合同内容 合同金额 交易对方

新疆农垦

购买原材料及相

关产品或服务

原材料及产品服

务

529.97

公司、 安琪赤峰、

宏裕包材

安琪集团 房屋土地租赁 租赁合同 15.09 公司

合计 545.06

公司全体独立董事对上述关联交易事项进行了审查，认为该关联交易严格遵循了公司临

2019-007号《安琪酵母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确认2018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执行情况暨对2019年

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公告》精神。

截止2019年12月31日，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累计与新疆农垦发生关联交易金额2284.81万

元，与安琪集团发生关联交易金额30.19万元，与上海峰焙发生的关联交易金额5.6万元，没有

超过公司此前预计的关联交易金额。

特此公告。

安琪酵母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1月15日

证券代码：600393� � � �证券简称：粤泰股份 编号：临2020-006号

广州粤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股份解冻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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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州粤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粤泰股份” 或“公司” 、“本公司” ）于2020年1

月14日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通知，公司控股股东广州粤泰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粤

泰控股” ）所持有的本公司428,584,000股限售流通股及80,000,000股无限售流通股于2020年1

月14日被解除司法轮候冻结。

粤泰控股及其一致行动人累计持有公司股份1,627,052,318股，其中限售流通股1,547,052,

318股，无限售流通股80,000,000股。本次粤泰控股所持股份被解除司法轮候冻结后，粤泰控股

及其一致行动人累计被冻结股份为1,627,052,318股，占其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100%，占公司

发行股本的64.15%。

股东名称 广州粤泰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本次解冻股份

428,584,000股（限售流通股）；80,000,000股（无限售流通

股）

占其所持股份比例 100%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20.05%

解冻时间 2020年1月14日

持股数量 508,584,000股

持股比例 20.05%

剩余被冻结股份数量 508,584,000股

剩余被冻结股份数量占其所持股份比例 100%

剩余被冻结股份数量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20.05%

特此公告。

广州粤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O二O年一月十五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