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 10 月 27 日

证券简称：金科股份

证券代码：000656

公告编号：2020-174号

金科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子公司对控股子公司
提供担保的进展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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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别提示:
公司” ）及合并报表范围内控股子公司（以下简称“
控股子公司” ）对外担
1、金科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保总额超过最近一期净资产100%、对资产负债率超过70%的控股子公司担保的金额超过公司最近一期净资产50%，以及对合
并报表外参股公司审批的担保金额超过最近一期净资产30%，提请投资者充分关注担保风险。
2、本次控股子公司对全资子公司融资提供全额担保；对非全资子公司的融资担保事项，控股子公司原则上根据合资合
作协议的约定，按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持股比例对其融资提供担保。如根据金融机构要求，控股子公司超过持股比例提供担
保，为进一步防范担保风险，在提供担保后将要求控股子公司其他股东或者该控股子公司提供反担保。
3、截至目前，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不存在对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无股权关系的第三方提供担保的情形，亦不存在逾期
担保和涉及诉讼的担保。
一、担保概述
1、公司控股子公司抚州华睿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抚州华睿” ）接受万向信托股份公司提供的不超过15,000万元信
南昌
托贷款，期限不超过18个月。抚州华睿以其自有项目不动产提供抵押担保。南昌金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重庆金科” ）按公司持股比
金科” ）以其持有抚州华睿51%的股权提供质押担保。重庆金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例为其提供7,650万元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公司于2020年3月22日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第四十五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对控股子公司增加担保额度的议案》
（公告编号：2020-037号），且该议案经公司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上述担保事项在股东大会审批通过的担保额度
范围内，具体已使用担保额度及可用担保额度详见表2。
2、公司控股子公司长沙嘉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长沙嘉玺” ）接受建设银行宁乡支行提供的12,000万元贷
款，期限36个月。重庆金科提供最高金额不超过13,200万元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上述担保事项，已经重庆金科履行完毕审议程序。本次担保前后对长沙嘉玺的担保余额及可用担保额度详见表1。
3、公司控股子公司南阳金郡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南阳金郡” ）接受光大银行南阳分行提供的22,800万元借
款，期限3年。南阳金郡以其自有项目不动产提供抵押担保。重庆金科为其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上述担保事项，已经重庆金科履行完毕审议程序。本次担保前后对南阳金郡的担保余额及可用担保额度详见表1。
4、公司控股子公司成都金泰荣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成都金泰荣” ）接受浦发银行成都分行提供的120,000
万元综合授信（本次实际提款60,000万元），期限3年。成都金泰荣以其自有项目不动产提供抵押担保，重庆金科按公司持股
51%的比例为其提供不超过61,200万元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上述担保事项，已经重庆金科履行完毕审议程序。本次担保前后对成都金泰荣的担保余额及可用担保额度详见表1。
5、公司控股子公司安顺金科澳维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安顺金科澳维” ）接受万向信托股份公司提供的不
超过10,000万元贷款，期限不超过18个月。安顺金科澳维以其自有项目不动产提供抵押担保。重庆金科将其持有安顺金科澳
维60%的股权提供质押担保，同时重庆金科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安顺金科澳维向重庆金科提供反担保。
上述担保事项，已经重庆金科履行完毕审议程序。本次担保前后对安顺金科澳维的担保余额及可用担保额度详见表1。
6、公司控股子公司济南海睿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济南海睿” ）接受山东高速环球融资租赁有限公司作为
委托人提供的不超过30,000万元借款，期限不超过12个月，济南海睿以其自有项目不动产和应收账款分别提供抵押担保和质
押担保；山东百俊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山东百俊” ）以其持有济南海睿99.4%的股权提供质押担保。重庆金科和
山东百俊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济南海睿向重庆金科及山东百俊提供反担保。
上述担保事项，已经重庆金科、山东百俊履行完毕审议程序。本次担保前后对济南海睿的担保余额及可用担保额度详见
表1。
7、公司控股子公司聊城金孟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聊城金孟” ）接受济南铁盈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作
为委托人提供的不超过45,000万元委托贷款，期限不超过24个月。聊城金孟以其自有项目不动产提供抵押担保。山东百俊以
其持有聊城金孟51%的股权提供质押担保。重庆金科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聊城金孟向山东百俊及重庆金科提供反担保。
上述担保事项，已经重庆金科、山东百俊履行完毕审议程序。本次担保前后对聊城金孟的担保余额及可用担保额度详见
表1。
8、公司控股子公司济南金科骏耀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济南金科骏耀” ）接受浙商银行济南分行提供的26,
280万元贷款，期限24个月。济南金科骏耀以其自有项目不动产提供抵押担保。重庆金科为其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济南金
科骏耀向重庆金科提供反担保。
上述担保事项，已经重庆金科履行完毕审议程序。本次担保前后对济南金科骏耀的担保余额及可用担保额度详见表1。
9、公司控股子公司重庆住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住邦地产” ）、重庆市御临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御临建筑” ）与首誉光控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首誉光控” ）签订《应收账款转让合同》及《债权债务确认协议》，
“
确认御临建筑对住邦地产的284.73万元应收款债权转让予首誉光控，还款期限1年。重庆金科对住邦地产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担保。
上述担保事项，已经重庆金科履行完毕审议程序。本次担保前后对住邦地产的担保余额及可用担保额度详见表1。
10、公司控股子公司株洲景科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株洲景科” ）接受工商银行长沙马王堆支行提供的30,000万元
贷款，期限36个月，株洲景科以其自有项目不动产提供抵押担保。重庆金科在50,000万元的最高余额内为其提供连带责任保
证担保。株洲景科及合作方湖南景朝集团有限公司向重庆金科提供反担保。
上述担保事项，已经重庆金科履行完毕审议程序。本次担保前后对株洲景科的担保余额及可用担保额度详见表1。
11、公司控股子公司安康景宜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安康景宜” ）、西安科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西安
科润” ）与山东省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山东信托” ）签订《应收款转让合同》及《债权债务确认暨还款合
同》，确认西安科润对安康景宜的40,000万元应收款债权转让予山东信托，还款期限24个月，安康景宜以其自有项目不动产
陕西科盈泰” ）以其持有安康景宜90%的股权提供质押担保。重
提供抵押担保。陕西科盈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庆金科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公司于2020年3月22日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第四十五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对控股子公司增加担保额度的议案》
（公告编号：2020-037号），且该议案经公司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上述担保事项在股东大会审批通过的担保额度
范围内，具体已使用担保额度及可用担保额度详见表2。
12、公司控股子公司肇庆泽天永装饰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肇庆泽天永” ）通过深圳前海股权交易中心有限公司发
行“
深圳前海梧桐可转债2020203号-肇庆泽天永装饰材料有限公司可转债” ，总金额不超过31,900万元，期限18个月。宜昌金
宏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宜昌金宏” ）以其自有项目不动产提供抵押担保，重庆金科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上述担保事项，已经重庆金科、宜昌金宏履行完毕审议程序。本次担保前后对肇庆泽天永的担保余额及可用担保额度详
见表1。
以上被担保公司相关担保额度的审议情况及担保余额情况如下：
表1：被担保方担保额度审议及担保余额情况表
单位：万元
累计经审批可用担 本次担保前担保余 本次担保后担保余额 剩余可用担保
担保方
被担保方
额
保额度
（注）
额度
重庆金科

抚州华睿

7,650.00

-

7,650.00

-

重庆金科

长沙嘉玺

13,700.00

25,852.73

39,052.73

500.00

重庆金科

南阳金郡

35,000.00

-

22,800.00

12,200.00

重庆金科

成都金泰荣

86,800.001

-

61,200.00

25,600.00

重庆金科

安顺金科澳维

30,000.00

10,025.6

20,025.6

20,000.00

重庆金科
山东百俊

济南海睿

35,000.00

5,000.00

35,000.00

5,000.00

重庆金科
山东百俊

聊城金孟

45,000.00

-

45,000.00

-

重庆金科

济南金科骏耀

30,000.00

146,029.00

172,309.00

3,720.00

重庆金科

住邦地产

5,575.00

12,500.00

12,784.73

5,290.27

重庆金科

株洲景科

50,000.00

-

50,000.00

-

重庆金科
陕西科盈泰

安康景宜

40,000.00

-

40,000.00

-

重庆金科
宜昌金宏

肇庆泽天永

31,900.00

-

31,900.00

-

合计
410,625.00
199,407.33
537,722.06
72,310.27
1公司2020年7月16日《关于控股子公司对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进展公告》（编号2020-124号）中涉及的重庆金科及成
都金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对成都金泰荣提供担保所涉及的主债务已全部清偿完毕，故该等担保额度重新释放。
注：本次担保后被担保方担保余额以实际资金到账为准。
表2：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对控股子公司
150亿担保额度使用及余额情况表
单位：万元
剩余可用担
最近一期资 对应进展公
已使用额度
类别
总额度
公司名称
产负债率
告编号
保额度
深圳金科置业有限公司

97.78%

2020-096号 135,000.00

重庆金科德元实业有限公司

93.15%

2020-124号 60,000.00

潍坊金科建设投资有限公司

95.60%
91.35%

2020-124号 32,600.00

85.14%

2020-124号 1,000.00

许昌金宏房地产有限公司

97.80%

2020-124号 32,000.00

合肥金科百俊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110.50%

2020-124号 48,000.00

重庆凯尔辛基园林有限公司

95.28%

2020-145号 7,000.00

佛山金御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101.32%

2020-145号 20,000.00

68.48%

2020-145号 80,000.00

99.96%

2020-145号 20,000.00

99.63%

2020-145号 12,000.00

西安科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101.43%

2020-145号 35,000.00

汕头金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98.26%

2020-165号 68,000.00

山西金科产业发展有限公司

89.65%

2020-165号 30,000.00

日照亿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98.44%

2020-165号 35,000.00

遵义茂骏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98.28%

2020-165号 24,500.00

安康景宜置业有限公司

100.10%

2020-174号 40,000.00

已用额度总计

资产负债率
低于70%的
控股子公司

500,000.00

该子公司系2020年1月新成立，无最近一年财务数据。
截止2020年6月末，该子公司资产总额为129,229.40万元，负债总额为21,941.80万元，净资产为107,287.60万元，2020年1-6
月实现营业收入4.76万元，利润总额-179.01万元，净利润-138.00万元。
该子公司非失信被执行人。
5、公司名称：安顺金科澳维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9年4月1日
注册地址：贵州省安顺经济技术开发区双阳路双阳三期B组团虹国资B1-31\B2-4
法定代表人：周灵梓
注册资本：3,000万元
主营业务：房地产开发等
与本公司关系：公司持有其60%股权，贵州澳维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持有其30%股权，重庆同迈九盈企业管理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持有其10%股权。公司与其他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
股权结构：

截止2019年末，该子公司资产总额为40,580.79万元，负债总额为38,927.06万元，净资产为1,653.73万元，2019年实现营业收
入0万元，利润总额-1,794.34万元，净利润-1,346.27万元。
截止2020年6月末，该子公司资产总额为53,515.74万元，负债总额为52,041.44万元，净资产为1,474.30万元，2020年1-6月实
现营业收入0万元，利润总额229.38万元，净利润179.43万元。
该子公司非失信被执行人。
6、公司名称：济南海睿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4年8月25日
注册地址：济南市天桥区水屯北路2号
法定代表人：毛根生
注册资本：5,030.0631万元
主营业务：房地产投资等
与本公司关系：公司持有其99.4%的股权，员工跟投企业天津金泰鼎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天津金和顺企业管
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分别持有其0.36%、0.24%的股权。公司与其他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
股权结构：

截止2019年末，该子公司资产总额为250,945.59万元，负债总额为237,168.80万元，净资产为13,776.78万元，2019年实现营
业收入104,306.76万元，利润总额28,794.45万元，净利润21,175.57万元。
截止2020年6月末，该子公司资产总额为255,846.32万元，负债总额为242,386.61万元，净资产为13,459.72万元，2020年1-6
月实现营业收入11.67万元，利润总额-414.62万元，净利润-317.07万元。
该子公司非失信被执行人。
7、公司名称：聊城金孟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20年7月3日
注册地址：聊城江北水城旅游度假区湖西街道傅家坟村1266号
法定代表人：王军
注册资本：43,975.4万元
主营业务：房地产开发经营等
与本公司关系：公司持有其51%的股权，聊城市东昌府区孟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持有其49%的股权。公司与其他股东
不存在关联关系。
股权结构图：

该子公司于2020年7月新成立，无最近一年及一期的财务数据。
该子公司非失信被执行人。
8、公司名称：济南金科骏耀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7年8月21日
注册地址：山东省济南市高新区龙奥北路909号龙奥国际广场2号楼1503
法定代表人：毛根生
注册资本：5,008.57万元
主营业务：房地产开发经营等
与本公司关系：公司持有其99.83%的股权，员工跟投企业天津金泰鼎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天津金和顺企业
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天津金福顺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分别持有其0.082%、0.070%、0.018%的股权。
股权结构：

2020-124号 32,000.00

遵义宸梁房地产有限公司
商丘悦恒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资产负债率
昭通市金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为70%以上
1,000,000.00 长沙景科置业有限公司
（含70%）的
贵州鑫久恒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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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7,900.00

712,100.00

重庆金科喆美商业运营管理有限公
司

-

重庆金蒙晟玥置业有限公司

新公司

2020-145号 17,000.00

南京科宸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32.18%

2020-145号 79,500.00

2020-145号 209,000.00

徐州珺璟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新公司

2020-145号 23,826.00

抚州华睿置业有限公司

6.84%

2020-174号 7,650.00

163,024.00

已用额度总计
336,976.00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抚州华睿置业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20年4月3日
注册地址：江西省抚州市东乡区孝岗镇新龙花苑58-4号商铺
法定代表人：宋庭刚
注册资本：16,300万元
主营业务：房地产开发与经营等
与本公司关系：公司持有其51%的股权，徐州欣童企业管理有限公司持有其49%的股权。公司与其他股东不存在关联关
系。
股权结构图：

该子公司于2020年4月新成立，无最近一年财务数据。
截止2020年6月末，该子公司资产总额为17,475.50万元，负债总额为1,194.97万元，净资产为16,280.53万元，2020年1-6月
实现营业收入0万元，利润总额-19.50万元，净利润-19.47万元。
该子公司非失信被执行人。
2、公司名称：长沙嘉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9年5月20日
注册地址：长沙市宁乡经济技术开发区金洲大道创业大楼1007室
法定代表人：杨成
注册资本：5,000万元
主营业务：房地产开发经营等
与本公司关系：公司持有其100%的股权
截止2019年末，该子公司资产总额为53,787.99万元，负债总额为54,858.05万元，净资产为-1,070.06万元，2019年实现营业
收入10.44万元，利润总额-1,425.35万元，净利润-1,070.06万元。
截止2020年6月末，该子公司资产总额为97,024.27万元，负债总额为93,085.72万元，净资产为3,938.55万元，2020年1-6月
实现营业收入0.27万元，利润总额-198.73万元，净利润-17.57万元。
该子公司房地产项目尚未办理交房结算。
该子公司非失信被执行人。
3、公司名称：南阳金郡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20年2月26日
注册地址：河南省南阳市宛城区溧河乡政府办公楼206-209室
法定代表人：王龙
注册资本：5,000万元
主营业务：房地产开发等
与本公司关系：公司持有其100%的股权
该子公司于2020年2月成立，无最近一年财务数据。
截止2020年6月末，该子公司资产总额为38,284.12万元，负债总额为33,405.94万元，净资产为4,878.18万元，2020年1-6月
实现营业收入0万元，利润总额-162.44万元，净利润-121.82万元。
该子公司非失信被执行人。
4、公司名称：成都金泰荣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20年1月6日
注册地址：四川省成都市龙泉驿区龙泉街道驿都中路928号合能四季康城三期1栋1单元24层2404号
法定代表人：陈云平
注册资本：120,000万元
主营业务：房地产开发；企业营销策划；房地产经纪。
与本公司关系：公司持有其51%的股权，深圳市联彩企业管理有限公司持有其49%的股权。公司与其他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
股权结构：

关于易方达并购重组指数分级证券
投资基金整改的提示性公告
易方达并购重组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
本基金” ，易方达重组分级基础份额，简称“
重组份额” ，场内简称：
重组分级，基金代码：161123；易方达重组分级A类份额场内简称：重组A，基金代码：150259；易方达重组分级B类份额场内简
称：重组B，基金代码：150260）以通讯方式召开了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根据本基金管理人于2020年10月20日发布的《易方
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易方达并购重组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会议情况的公告》，本次基金份额持
有人大会未达到法定的会议召开条件。
基金管理人将根据中国人民银行、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国家外汇管理局联合发布
的《关于规范金融机构资产管理业务的指导意见》的要求，于2020年底完成本基金的整改，取消分级运作机制，将重组A与重
组B按照基金份额参考净值转换为重组份额。届时，基金管理人将相应变更基金名称、修改基金合同并就取消分级运作的安
排进行公告。敬请投资者合理安排投资计划。
重要提示：
1、本基金整改前，重组A、重组B仍可在二级市场正常交易，期间，重组A、重组B可能存在折溢价交易情形，其折溢价率可
能发生较大变化。
2、本基金整改将重组A、重组B按照基金份额参考净值折算为重组份额。如果投资者在整改前以溢价买入或持有，转型
后可能遭受因溢价消失带来的较大损失。请投资者注意相关投资风险。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0年10月27日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易方达
国企改革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会议情况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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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方达国企改
革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以下简称“
《基金合同》” ）的约定，现将易方达国企改革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以
下简称“
本基金” ）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的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截止2019年末，该子公司资产总额为317,789.82万元，负债总额为375,162.54万元，净资产为-57,372.72万元，2019年实现营
业收入49.01万元，利润总额-55,656.70万元，净利润-56,085.10万元。
截止2020年6月末， 该子公司资产总额为474,229.83万元， 负债总额为530,640.99万元， 净资产为-56,411.16万元，2020年
1-6月实现营业收入24.26万元，利润总额-762.52万元，净利润961.55万元。
该子公司房地产项目尚未办理交房结算。
该子公司非失信被执行人。
9、公司名称：重庆住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3年10月12日
注册地址：重庆市大足区智凤街道登云街187号-附18号
法定代表人：蒋思德
注册资本：1,200万元
主营业务：房地产开发
与本公司关系：公司持有其100%的股权
截止2019年末，该子公司资产总额为91,183.60万元，负债总额为92,224.52万元，净资产为-1,040.91万元，2019年实现营业
收入44.53万元，利润总额-1,857.27万元，净利润-1,387.55万元。
截止2020年6月末，该子公司资产总额为102,165.07万元，负债总额为103,271.50万元，净资产为-1,106.43万元，2020年1-6
月实现营业收入17.52万元，利润总额-139.43万元，净利润-65.51万元。
该子公司房地产项目尚未办理交房结算。
该子公司非失信被执行人。
10、公司名称：株洲景科置业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9年7月5日
注册地址：株洲云龙示范区迎宾大道2229号公租房2礴3层304-2号
法定代表人：胡彬
注册资本：15,000万元
主营业务：房地产开发经营；房地产中介服务；房地产咨询服务等。
与本公司关系：公司持有其47.53%的权益，湖南景朝集团有限公司持有其47%的权益，员工跟投企业天津金和顺企业管
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天津金渝未来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分别持有其1.62%、3.85%的权益。公司与其他股东不
存在关联关系。
股权结构：

截止2019年末，该子公司资产总额为27,138.72万元，负债总额为12,450.17万元，净资产为14,688.55万元，2019年实现营业
收入2.76万元，利润总额-420.17万元，净利润-311.45万元。
截止2020年6月末，该子公司资产总额为31,926.92万元，负债总额为17,448.01万元，净资产为14,478.91万元，2020年1-6月
实现营业收入2.24万元，利润总额-285.94万元，净利润-209.64万元。
该子公司房地产项目尚未办理交房结算。
该子公司非失信被执行人。
11、公司名称：安康景宜置业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8年8月1日
注册地址：陕西省安康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花园大道北段
法定代表人：贾媛
注册资本：1,000万元
主营业务：房地产开发经营
与本公司关系：公司持有其100%的股权
截止2019年末，该子公司资产总额为31,108.05万元，负债总额为31,783.41万元，净资产为-675.36万元，2019年实现营业收
入0万元，利润总额-899.82万元，净利润-675.36万元。
截止2020年6月末，该子公司资产总额为52,497.72万元，负债总额为52,549.88万元，净资产为-52.16万元，2020年1-6月实
现营业收入0.15万元，利润总额-336.80万元，净利润-376.80万元。
该子公司房地产项目尚未办理交房结算。
该子公司非失信被执行人。
12、公司名称：肇庆泽天永装饰材料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7年12月25日
注册地址：四会市东城街道陶冲村委会深巷村8号首层01卡商铺
法定代表人：钟力华
注册资本：5,882.35万元
主营业务：批发、零售：装饰材料、建筑材料、五金制品、化工产品等。
与本公司关系：公司持有其100%的股权
截止2019年末，该子公司资产总额为31,900.45万元，负债总额为29,250.46万元，净资产为2,649.99万元，2019年实现营业收
入0万元，利润总额-350.15万元，净利润-350.05万元。
截止2020年6月末，该子公司资产总额为31,866.86万元，负债总额为29,217.46万元，净资产为2,649.40万元，2020年1-6月实
现营业收入0万元，利润总额-0.79万元，净利润0.59万元。
该子公司非失信被执行人。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控股子公司为抚州华睿提供担保
1、担保金额：7,650万元。
2、主债务履行期限：不超过18个月。
3、担保方式Ⅰ：南昌金科提供股权质押担保。
4、担保方式Ⅱ：重庆金科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5、保证期间：主合同项下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两年。
（二）重庆金科为长沙嘉玺提供担保
1、担保金额：13,200万元。
2、主债务履行期限：36个月。
3、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4、保证期间：主合同项下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三）重庆金科为南阳金郡提供担保
1、担保金额：22,800万元。
2、主债务履行期限：3年。
3、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4、保证期间：主合同项下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两年。
（四）重庆金科为成都金泰荣提供担保
1、担保金额：61,200万元。
2、主债务履行期限：3年。
3、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4、保证期间：主合同项下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两年。
（五）重庆金科为安顺金科澳维提供担保
1、担保金额：不超过10,000万元。
2、主债务履行期限：不超过18个月。
3、担保方式Ⅰ：股权质押担保。

一、本基金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会议情况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本公司” ）以通讯方式组织召开了本基金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审议《关于易方
达国企改革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转型有关事项的议案》。会议投票时间自2020年9月15日起，至2020年10月23日17：00点止。
2020年10月26日，在本基金托管人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授权代表的监督下，本基金管理人对本次基金份额持有人大
会表决进行了计票，北京市方圆公证处对计票过程及结果进行了公证，广东金桥百信律师事务所对计票过程进行了见证。
根据计票结果，本人直接或委托授权代表出具有效表决意见的基金份额持有人所代表的易方达国企改革基础份额（简
称“
国企改革份额” ，基金代码：502006，场内简称：国企改革，包括场外份额、场内份额）、易方达国企改革A类份额（基金代
码：502007，场内简称“
国企改A” ）与易方达国企改革B类份额（基金代码：502008，场内简称“
国企改B” ）未同时分别达到在
权益登记日各自基金份额总数的1/2（含1/2），未达到法定的基金份额持有人会议召开条件，故本次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召
开失败。
本次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的费用（包括公证费、律师费）由基金管理人承担。
本次大会召集人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将就本次会议情况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备案。
三、易方达国企改革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的复牌
国企改革、 国企改A与国企改B自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计票之日 （2020年10月26日） 开市起开始停牌至本公告发布日
（2020年10月27日）开市复牌。
三、重要提示
基金管理人将根据中国人民银行、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国家外汇管理局联合发布
的《关于规范金融机构资产管理业务的指导意见》的要求于2020年底完成本基金的整改，取消分级运作机制，将易方达国企
改革A类份额、易方达国企改革B类份额按照基金份额参考净值转换为国企改革份额。届时，基金管理人将相应变更基金名
称、修改基金合同并就取消分级运作的安排进行公告。敬请投资者合理安排投资计划。
四、备查文件
1、《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以通讯方式召开易方达国企改革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的公
告》
2、《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以通讯方式召开易方达国企改革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的第一
次提示性公告》
3、《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以通讯方式召开易方达国企改革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的第二
次提示性公告》
4、北京市方圆公证处出具的公证书
5、广东金桥百信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0年10月27日

4、担保方式Ⅱ：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5、保证期间：主合同项下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两年。
（六）控股子公司为济南海睿提供担保
1、担保金额：不超过30,000万元。
2、主债务履行期限：不超过12个月。
3、担保方式Ⅰ：山东百俊提供股权质押担保。
4、担保方式Ⅱ：重庆金科和山东百俊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5、保证期间：主合同项下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七）控股子公司为聊城金孟提供担保
1、担保金额：不超过45,000万元。
2、主债务履行期限：不超过24个月。
3、担保方式Ⅰ：山东百俊提供股权质押担保。
4、担保方式Ⅱ：重庆金科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5、保证期间：主合同项下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八）重庆金科为济南金科骏耀提供担保
1、担保金额：26,280万元。
2、主债务履行期限：24个月。
3、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4、保证期间：主合同项下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两年。
（九）重庆金科为住邦地产提供担保
1、担保金额：284.73万元。
2、主债务履行期限：1年。
3、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4、保证期间：主合同项下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十）重庆金科为株洲景科提供担保
1、担保金额：50,000万元。
2、主债务履行期限：36个月。
3、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4、保证期间：主合同项下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两年。
（十一）控股子公司为安康景宜提供担保
1、担保金额：40,000万元。
2、主债务履行期限：24个月。
3、担保方式Ⅰ：陕西科盈泰提供股权质押担保。
4、担保方式Ⅱ：重庆金科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5、保证期间：主合同项下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十二）控股子公司为肇庆泽天永提供担保
1、担保金额：不超过31,900万元。
2、主债务履行期限：18个月。
3、担保方式Ⅰ：宜昌金宏提供不动产抵押担保。
4、担保方式Ⅱ：重庆金科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5、保证期间：主合同项下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四、董事会意见
上述担保事项为公司控股子公司为控股子公司融资和经营需要所提供的担保，不会增加公司合并报表或有负债，且提
供担保所融得的资金全部用于生产经营，风险可控；不存在与中国证监会发布的《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与关联方资金往来及上
市公司对外担保若干问题的通知》及《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相违背的情况。
本次公司控股子公司对全资子公司融资提供全额担保；对非全资子公司的融资担保事项，公司控股子公司原则上与其
他股东根据合资合作协议的约定，按照股权比例对其提供担保。本次公司控股子公司为非全资子公司安顺金科澳维、济南海
睿、聊城金孟、济南金科骏耀、株洲景科超股权比例提供担保，公司已要求其他股东或项目公司签署反担保协议。综上，本次
被担保对象系公司及公司控股子公司，经营情况正常，且公司负责其日常的经营管理，资金由公司控制，不存在不能按时还
本付息的情形，故本次担保风险可控，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的情形。
截至目前，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不存在对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无股权关系的第三方提供担保的情形，亦不存在逾期
担保和涉及诉讼的担保。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止2020年9月末，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不存在对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无股权关系的第三方提供担保的情形，亦不
存在逾期担保和涉及诉讼的担保。本公司对参股公司提供的担保余额为1,593,002.85万元，对子公司、子公司相互间及子公司
对公司提供的担保余额为7,724,034.20万元，合计担保余额为9,317,037.04万元，占本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340.45%，
占总资产的28.97%。随着公司、控股子公司及参股公司对贷款的偿付，公司或控股子公司对其提供的担保责任将自动解除。
目前公司、控股子公司及参股公司经营正常，资金充裕，不存在不能按期偿付贷款而承担担保责任的风险。
六、备查文件
1、控股子公司关于担保事项的审批文件；
2、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四十五次会议决议；
3、公司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4、相关合同文本。
特此公告
金科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二○年十月二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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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科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子公司对参股公司
提供担保的进展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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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别提示:
1、金科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及合并报表范围内控股子公司（以下简称“控股子公司” ）对外担
保总额超过最近一期净资产100%、对资产负债率超过70%的控股子公司担保的金额超过公司最近一期净资产50%，以及对合
并报表外参股公司审批的担保金额超过最近一期净资产30%，提请投资者充分关注担保风险。
2、 公司控股子公司原则上与其他股东根据合资合作协议的约定， 按公司持股比例对参股房地产项目公司融资提供担
保。如根据金融机构要求，公司控股子公司超过公司持股比例提供担保，为进一步防范担保风险，在提供担保后将要求其他
股东或者参股房地产项目公司提供反担保。
3、截至目前，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不存在对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无股权关系的第三方提供担保的情形，亦不存在逾期
担保和涉及诉讼的担保。
一、担保概述
1、公司持股49%的参股公司襄阳金珏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襄阳金珏” ）接受建设银行襄阳铁路支行提供的
30,000万元贷款，期限3年。重庆金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重庆金科” ）按公司持股比例为其提供14,700万元的连
带责任保证担保。
公司于2020年6月12日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第五十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对部分参股房地产项目公司增加担保额
度的议案》，且该议案经公司2020年第七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襄阳金珏经审议可用担保额度为14,700万元，本次对襄阳
金珏提供的担保金额在上述议案通过的额度范围内，无需再次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本次担保前后对襄阳金珏的担保余额及
可用担保额度详见表1。
2、公司持股49%的参股公司太仓兴裕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太仓兴裕” ）接受江苏银行太仓支行及中国银行太仓分
行共同提供的130,000万元银团贷款，期限3年。太仓兴裕以其自有项目不动产提供抵押担保。重庆金科按公司持股比例为其
提供63,700万元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公司于2020年6月12日、2020年6月29日、2020年8月3日分别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第五十次、第五十一次、第五十三次会议，
会议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对部分参股房地产项目公司增加担保额度的议案》，且该议案分别经公司2020年第七次、第八
次、第九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太仓兴裕经审议合计可用担保额度为92,300万元，其中太仓兴裕调剂12,300万元至苏州卓
竣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剩余可用担保额度为80,000万元。本次对太仓兴裕提供的担保金额在上述议案通过的额度范围内，
无需再次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本次担保前后对太仓兴裕的担保余额及可用担保额度详见表1。
3、公司持股49.9%的参股公司襄阳金纶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襄阳金纶” ）接受光大银行襄阳分行提供的40,
000万元贷款，期限3年。襄阳金纶以其自有项目不动产提供抵押担保。重庆金科为其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襄阳金纶向重
庆金科提供反担保。
公司于2020年6月29日、2020年8月27日分别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第五十一次、第五十四次会议，会议分别审议通过了《关
于对部分参股房地产项目公司增加担保额度的议案》，且该议案分别经公司2020年第八次、第十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襄阳金纶经审议合计担保额度为80,000万元，本次对襄阳金纶提供的担保金额在上述议案通过的额度范围内，无需再次提交
股东大会审议，本次担保前后对襄阳金纶的担保余额及可用担保额度详见表1。
4、公司持有43%权益的参股公司杭州德信朝阳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杭州德信” ）接受兴业银行杭州分行提供的
100,000万元贷款，期限36个月。杭州德信以其自有项目不动产提供抵押担保。重庆金科按公司持股比例在最高本金限额43,
000万元范围内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公司于2020年8月3日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第五十三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对部分参股房地产项目公司增加担保
额度的议案》，该议案经公司2020年第九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杭州德信经审议可用担保额度为52,000万元，本次对杭州
德信提供的担保金额在上述议案通过的额度范围内，无需再次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本次担保前后对杭州德信的担保余额及
可用担保额度详见表1。
5、公司持股40%的参股公司苏州正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苏州正诺” ）接受江苏银行苏州相城支行提供的
58,000万元贷款，期限3年。苏州正诺以其自有项目土地使用权提供抵押担保。重庆金科按公司持股比例为其提供23,200万元
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公司于2020年6月12日、2020年8月3日分别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第五十次、第五十三次会议，会议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对
部分参股房地产项目公司增加担保额度的议案》，该议案分别经公司2020年第七次、第九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苏州正
诺经审议可用合计担保额度为26,400万元，本次对苏州正诺提供的担保金额在上述议案通过的额度范围内，无需再次提交股
东大会审议，本次担保前后对苏州正诺的担保余额及可用担保额度详见表1。
6、公司持股33%的参股公司张家港东峻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张家港东峻” ）接受深圳联新投资管理有限公
司作为委托人提供的不超过64,400万元贷款，期限不超过6个月，张家港东峻以其自有项目土地使用权提供抵押担保。金科集
团苏州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金科苏州公司” ）以其持有张家港东峻的股权提供质押担保。重庆金科按67%的股
权比例（含合作方苏州市梁展置业有限公司所持34%股权应承担的担保责任）为其提供43,148万元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苏
州市梁展置业有限公司向重庆金科提供反担保。
公司于2020年6月12日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第五十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对部分参股房地产项目公司增加担保额
度的议案》，该议案经公司2020年第七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张家港东峻经审议可用担保额度为35,000万元，本次公司控
股子公司对张家港东峻提供的担保金额超过其可用担保额度，需进行调剂，本次担保前后对张家港东峻的担保余额及可用
担保额度及调剂情况详见表2。
上述被担保公司相关担保额度的审议情况及担保余额情况如下：
表1：被担保方担保额度审议及担保余额情况表
单位：万元
累计经审批可用担 本次担保前担保余 本次担保后担保余额 剩余可用担保
担保方
被担保方
保额度
额
（注）
额度
重庆金科

襄阳金珏

14,700.00

-

14,700.00

-

重庆金科

太仓兴裕

71,852.001

-

63,700.00

8,152.00
40,000.00

重庆金科

襄阳金纶

80,000.00

-

40,000.00

重庆金科

杭州德信

52,000.00

-

43,000.00

9,000.00

重庆金科

苏州正诺

26,400.00

-

23,200.00

3,200.00

金科苏州公司
重庆金科

张家港东峻

43,148.002

-

43,148.00

-

合计
288,100.00
1
根据表2进行担保额度调剂后的可用担保额度。
2
根据表2进行担保额度调剂后的可用担保额度。
注：本次担保后被担保方担保余额以实际资金到账为准。
本次担保调剂事项发生情况如下：
表2：担保调剂情况表

227,748.00

60,352.00

序号

公司名称
获调剂方

1

张家港东峻

最近一期资
产负债率
新公司3

累计经审批
担保额度
35,000.00

本次调剂
额度
+8,148.00

本次调剂前
担保余额
-

该公司系2020年3月成立，无最近一年及一期财务数据。
截止2020年6月末，该公司资产总额为119,700.51万元，负债总额为119,721.88万元，净资产为-21.37万元，2020年1-6月实
现营业收入0万元，利润总额-28.49万元，净利润-21.37万元。
该公司房地产项目尚未办理交房结算。
该公司非失信被执行人。
3、公司名称：襄阳金纶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20年3月3日
注册地址：湖北自贸区（襄阳片区）米芾路陆港保税物流中心综合楼502室E505卡
法定代表人：陈志刚
注册资本：30,120.2405万元
主营业务：房地产开发等
与本公司关系：公司持有其49.9%的股权, 重庆启策企业管理有限公司持有其50.1%的股权。公司与其他股东不存在关联
关系。
股权结构：

该公司系2020年3月成立，无最近一年财务数据。
截止2020年6月末，该公司资产总额为58,652.48万元，负债总额为33,676.90万元，净资产为24,975.58万元，2020年1-6月实
现营业收入0万元，利润总额-54.42万元，净利润-54.42万元。
该公司房地产项目尚未办理交房结算。
该公司非失信被执行人。
4、公司名称：杭州德信朝阳置业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20年6月10日
注册地址：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所前镇袄庄陈村12组143号
法定代表人：杜盛
注册资本：71,000万元
主营业务：房地产开发经营
与本公司关系：根据合资合作协议的约定，公司将持有其43%的股权，德信地产集团有限公司将持有其57%的股权。公司
与其他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
合作合作协议约定的股权结构：

该公司系2020年6月新成立，无最近一年及一期财务数据。
该公司非失信被执行人。
5、公司名称：苏州正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20年5月7日
注册地址：苏州市相城区望亭镇问渡路1111号4楼18号
法定代表人：李鹏飞
注册资本：37,766.5万元
主营业务：房地产开发经营
与本公司关系：公司持有其40%的股权，启致（苏州）商业管理有限公司持有其41%的股权，上海昌润企业发展有限公司
持有其10%的股权，正荣正伟（香港）有限公司持有其9%的股权。公司与其他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
股权结构：

该公司系2020年5月新成立，无最近一年及一期财务数据。
该公司非失信被执行人。
6、公司名称：张家港东峻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20年5月6日
注册地址：张家港市杨舍镇人民路11号（华昌东方广场）F305室工位245号（集群登记）
法定代表人：郭孟鸿
注册资本：2,500万元
主营业务：房地产开发经营
与本公司关系：根据合资合作协议的约定，公司将持有其33%的股权，浙江宝龙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将持有其33%的
股权，苏州市梁展置业有限公司将持有其34%的股权。公司与其他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
合作合作协议约定的股权结构：

单位：万元
本次调剂后 调剂后剩余可
担保余额
用担保额度
-

43,148.00

太仓兴裕置
新公司4
80,000.00
-8,148.00
71,852.00
业有限公司
3
为担保合同签订时的资产负债率。
4
为股东大会审议担保额度时的资产负债率。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襄阳金珏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9年12月12日
注册地址：襄阳市樊城区长虹路南国城市广场泛悦中心写字楼10层07室
法定代表人：余庆锋
注册资本：5,000万元
主营业务：房地产开发等
与本公司关系：公司持有其49%的股权，碧桂园湖北房地产投资有限公司持有其46.92%的股权，随州同心共享企业管理
中心（有限合伙）、堆龙德庆区碧辉企业管理有限公司、堆龙德庆区碧创企业管理有限公司分别持有其1.53%、1.27%、1.27%的
股权。公司与其他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
股权结构：
调剂方

该公司于2019年12月成立，无最近一年财务数据。
截止2020年6月末，该公司资产总额为27,495.34万元，负债总额为22,549.40万元，净资产为4,945.94万元，2020年1-6月实现
营业收入0万元，利润总额-54.06万元，净利润-54.06万元。
该公司房地产项目尚未办理交房结算。
该公司非失信被执行人。
2、公司名称：太仓兴裕置业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20年3月13日
注册地址：太仓市城厢镇南郊文治路51号淏华国际大厦1801-1室
法定代表人：方轶群
注册资本：114,688万元
主营业务：房地产开发经营
与本公司关系：公司持有其49%的股权，上海盛严实业有限公司持有其51%的股权。公司与其他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
股权结构：

该公司系2020年5月新成立，无最近一年及一期财务数据。
该公司非失信被执行人。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重庆金科为襄阳金珏提供担保
1、担保金额：14,700万元。
2、担保期限：3年。
3、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4、保证期间：主合同项下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二）重庆金科为太仓兴裕提供担保
1、担保金额：63,700万元。
2、担保期限：3年。
3、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4、保证期间：主合同项下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三）重庆金科为襄阳金纶提供担保
1、担保金额：40,000万元。
2、担保期限：3年。
3、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4、保证期间：主合同项下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两年。
（四）重庆金科为杭州德信提供担保
1、担保金额：43,000万元。
2、担保期限：36个月。
3、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4、保证期间：主合同项下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两年。
（五）重庆金科为苏州正诺提供担保
1、担保金额：23,200万元。
2、担保期限：3年。
3、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4、保证期间：主合同项下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六）控股子公司为张家港东峻提供担保
1、担保金额：43,148万元。
2、担保期限：不超过6个月。
3、担保方式Ⅰ：金科苏州公司提供股权质押担保。
4、担保方式Ⅱ：重庆金科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5、保证期间：主合同项下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四、董事会意见
本次被担保对象为公司参股公司，公司为参股公司提供担保是满足金融机构要求、支持参股公司经营发展，有利于参股
公司的开发建设，符合公司整体利益。
上述参股公司开发的项目前景良好，资产优良，具有较强的偿债能力。公司控股子公司本次对襄阳金珏、太仓兴裕、杭州
德信、苏州正诺的担保均系按公司持股比例提供；控股子公司本次对襄阳金纶、张家港东峻超股权比例提供担保，项目公司
或合作方已向重庆金科提供反担保。公司上述担保风险可控，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的情形。公司已派驻财务人员参与项
目公司财务管理，能有效控制和防范相关风险，不存在与中国证监会发布的《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与关联方资金往来及上市公
司对外担保若干问题的通知》及《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相违背的情况。
截至目前，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不存在对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无股权关系的第三方提供担保的情形，亦不存在逾期
担保和涉及诉讼的担保。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止2020年9月末，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不存在对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无股权关系的第三方提供担保的情形，亦不
存在逾期担保和涉及诉讼的担保。本公司对参股公司提供的担保余额为1,593,002.85万元，对子公司、子公司相互间及子公司
对公司提供的担保余额为7,724,034.20万元，合计担保余额为9,317,037.04万元，占本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340.45%，占
总资产的28.97%。随着公司、控股子公司及参股公司对贷款的偿付，公司或控股子公司对其提供的担保责任将自动解除。目
前公司、控股子公司及参股公司经营正常，资金充裕，不存在不能按期偿付贷款而承担担保责任的风险。
六、备查文件
1、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五十次会议决议；
2、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五十一次会议决议；
3、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五十三次会议决议；
4、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五十四次会议决议；
5、公司2020年第七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决议；
6、公司2020年第八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决议；
7、公司2020年第九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决议；
8、公司2020年第十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决议；
9、相关合同文本。
特此公告
金科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二○年十月二十六日

创金合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修订公司旗下部分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有关条款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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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托凭证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
（试行）》等法律法规和相关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
基金” ）基金合同的规定，经与相关基金的各基金托管人协
商一致，并向中国证监会备案，创金合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对旗下部分基金的基金合同有关条款进
行修订。现将有关修订内容说明如下：
1、根据法律法规的规定和基金合同的约定，本公司旗下部分基金参与存托凭证投资并对基金合同中投资章节的相关条
款进行修订，包括明确投资范围包含存托凭证、增加存托凭证的投资策略、投资比例限制、估值方法等，并在基金招募说明书
（更新）、产品资料概要中增加投资存托凭证的风险揭示；相关基金的名单及基金合同修订条目和内容参见附件，本次修订
自2020年10月27日起生效。托管协议、招募说明书、产品资料概要涉及的上述相关内容按法规要求进行相应修订。
2、本次相关基金的基金合同、托管协议、招募说明书和产品资料概修订的内容和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基金合同的
规定。本次修订后相关基金的基金合同、托管协议、招募说明书和产品资料概要将在本公司网站和中国证监会基金电子披露
网站（http://eid.csrc.gov.cn/fund）披露，供投资者查阅。投资者办理基金交易等相关业务前，应仔细阅读各基金的基金合同、
招募说明书、产品资料概要、风险提示及相关业务规则和操作指南等文件。
投资者可通过本公司的客服热线或网站咨询有关详情：
创金合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400-868-0666
官方网址：www.cjhxfund.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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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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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请投资者留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创金合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0年10月27日
附件一：相关基金名单
序号

基金代码

基金名称

1

009768

创金合信汇悦一年定期开放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2

002463

创金合信价值红利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3

008893

创金合信鑫利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4

008909

创金合信鑫益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5

009005

创金合信鑫祺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6

005561

创金合信中证红利低波动指数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附件二：基金合同及招募说明书更新的修订
1、基金合同修订对照表
章节
第二部分 释义

第十二 部分 基
金的投资

原基金合同

修改后基金合同

内容

内容

无

存托凭证：指由存托人签发、以境外证券 为基础 在中国 境
内发行、代表境外基础证券权益的证券

二、投资范围
本基金 的投资 范围 包括国 内依法 发行
上市的股票（包括创业板、中小板以及其 他
经中国证监会允许基金投资的股票）……
本基金 股票占 基金 资产的 比例范 围为
……

二、投资范围
本基金的投资范围包括国内依法 发行 上市的 股票及
存托凭证（包括创业板、中小板以及其他经中国证监会允
许基金投资的股票及存托凭证）……
本基金 股 票 及 存 托 凭 证 占 基 金 资 产 的 比 例 范 围 为
……

三、投资策略
无

三、投资策略
存托凭证的投资策略
本基金投资存托凭证的策略依照 上述 上市交 易的股
票投资策略执行。

四、投资限制
1、组合限制
本基金 股票占 基金 资产的 比例范 围为
……
……

第十四 部分 基
金资产估值

四、估值方法
无

四、投资限制
1、组合限制
本基金 股 票 及 存 托 凭 证 占 基 金 资 产 的 比 例 范 围 为
……
……
本基金投资存托凭证的比例限制 依照 境内上 市交易
的股票执行；
四、估值方法
本基金投资存托凭证的估值核算 依照 境内上 市交易
的股票执行。

2、基金招募说明书（更新）
风险揭示章节增加“
本基金投资存托凭证的风险” 如下：
本基金参与存托凭证的投资，有可能出现股价波动较大的情况，投资者有可能面临价格大幅波动的风险。
（1）发行企业可能尚处于初步发展阶段，具有研发投入规模大、盈利周期长等特点，可能存在公司发行并上市时尚未盈
利，上市后仍持续亏损的情形，也可能给因重大技术、相关政策变化出现经营风险，导致存托凭证价格波动；
（2）存托凭证持有人实际享有的权益与境外基础证券持有人的权益虽然基本相当，但并不等同于直接持有境外基础证
券，存托凭证存续期间，其项目内容可能发生重大变化，包括更换存托人、主动退市等，导致投资者面临较大的政策风险、不
可抗力风险；
（3）存托凭证的未来交易活跃程度、价格决定机制、投资者关注度等均存在较大不确定性。同时，存托凭证交易框架中
涉及发行人、存托机构、托管机构等多个主体，其交易结构及原理更为复杂。本基金管理人将本着谨慎和控制风险的原则进
行存托凭证投资。
注：以上更新修订内容仅为示例，不同基金的基金合同及招募说明书中相应条款表述存在差异，具体请以相关基金披露
的修订后法律文件内容为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