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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顺长城景泰汇利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关于
２０２１年１月１８日至１月２２日第十三个开放期开放申购、赎回业务的公告

关于太平恒安三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开放日常申购、赎回、转换等业务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２０２１年１月１４日

１．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注册地址： 上海市徐汇区龙田路１９０号东方财富大厦２
楼
办公地址：上海市徐汇区宛平南路８８号金座（
北楼）２５
层
法定代表人：其实
联系人：潘世友
电话：０２１－５４５０９９７７－８４００
传真：０２１－５４５０９９５３
客服电话：４００－１８１８－１８８
网址：ｈｔｔｐ：／／ｗｗｗ．１２３４５６７．ｃｏｍ．ｃｎ

景顺长城景泰汇利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景顺长城景泰汇利定期开放债券

基金主代码

００３６０５

基金运作方式

契约型开放式

基金合同生效日

２０１６年１１月１１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景顺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基金注册登记机构名称

景顺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
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
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以及《
景顺长城景泰汇利定期开放债券型证
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
景顺长城景泰汇利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
资基金招募说明书》等

申购起始日

２０２１年１月１８日

赎回起始日

２０２１年１月１８日

下属类别基金的基金简称

景顺长城景泰汇利定期开放债券 景顺长城景泰汇利定期开放债券
Ａ
Ｃ

下属类别基金的交易代码

００３６０５

００８５５４

该类别基金是否开放申购、赎回

是

是

６

７

８

９

２．开放期及申购赎回确认原则
根据本基金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的约定，２０１６年１１月１１日至２０１７年５月１０
日为本基金的第一个封闭期，２０１７年５月１１日至５月１７日为本基金第一个开放
期，２０１７年５月１８日至２０１７年１１月１７日为本基金的第二个封闭期。 因本基金于
关于景
２０１７年 １２月５日至２０１８年１月５日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审议通过了《
顺长城景泰汇利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调整基金运作方式并修改基金
合同的议案》，本基金的封闭期由６个月调整为３个月，于２０１８年２月７日正式实施
转型。 根据修订后的基金合同的约定，本基金设定封闭期，每相邻两个开放期之
间运作时段为一个封闭期，时长为３个月。 封闭期为自基金合同生效之日起（
包
括基金合同生效之日）或自每一开放期结束之日次日起（
包括该日）３个月的期
间。 本基金的第一个封闭期为自基金合同生效之日起 ３个月。 首个封闭期结束
之后第一个工作日起进入首个开放期，下一个封闭期为首个开放期结束之日次
日起的 ３个月，以此类推。 因此，本基金的第十三个开放期为２０２１年１月１８日至
２０２１年１月２２日。
如封闭期结束之日后第一个工作日或开放期内因不可抗力或其他情形致
使基金无法按时开放申购与赎回业务的，开放期自不可抗力或其他情形的影响
因素消除之日起的下一个工作日开始或相应顺延。
本基金的每个开放期为５个工作日，在开放期内赎回基金，本基金对持有期
不足一个封闭期的投资者收取赎回费。
３．本次开放期申购、赎回业务的办理时间
本次开放期的时间为２０２１年１月１８日到１月２２日，共５个工作日。 具体办理时
间为上海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的交易时间，不在当日交易时间内提交
的申请为无效申请，具体业务办理规则及程序遵循销售机构的相关规定。
４．申购业务
１、申购金额限制
每个账户首次申购的最低金额为１元， 追加申购不受首次申购最低金额的
限制（
销售机构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２、申购费率
本基金Ａ类基金份额在申购时收取申购费；Ｃ类基金份额计提销售服务费，
在申购时不收取申购费。
本基金Ａ类基金份额采用前端收费模式收取基金申购费用。 在申购时收取
的申购费称为前端申购费。
投资者在申购Ａ类基金份额时需交纳的申购费费率按申购金额递减。
本基金对通过直销柜台申购的养老金客户与除此之外的其他投资者实施
差别的申购费率。
Ａ类基金份额申购费率具体如下表所示：
通过基金管理人直销柜台申购的养老金客
户申购费率

其他投资者的申购费率

申购金额（
Ｍ）

申购费率

Ｍ＜１００万

０．２４％

１００万≤Ｍ＜５００万

０．１２％

Ｍ≥５００万

１０００元／笔

申购金额（
Ｍ）

申购费率

Ｍ＜１００万

０．８０％

１００万≤Ｍ＜５００万

０．４０％

Ｍ≥５００万

１０００元／笔

基金管理人及其他基金销售机构可以在不违背法律法规规定及 《
基金合
同》约定的情形下，对基金申购费用实行一定的优惠，费率优惠的相关规则和流
程详见基金管理人或其他基金销售机构届时发布的相关公告或通知。
５．赎回业务
１、赎回份额限制
本基金不设最低赎回份额（
销售机构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但某笔赎回
导致基金份额持有人持有的基金份额余额不足１份时， 余额部分基金份额必须
一同全部赎回。
２、赎回费率
本基金Ａ 类基金份额及Ｃ 类基金份额均收取赎回费，赎回费用由赎回基金
份额的基金份额持有人承担，在基金份额持有人赎回基金份额时收取。 未归入
基金财产的部分用于支付登记费和其他必要的手续费。 本基金的赎回费率随持
有期限的增加而递减。
Ａ类基金份额赎回费率具体如下表所示：
持有期限

赎回费率

归基金资产比例

７天以下

１．５％

１００％

含）以上３０天以内
７天（

０．３０％

２５％

含）以上
３０天（

０

－

１０

１１

１２

１３

１４

１５

１６

１７

１８

１９

２０

上海天天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浙江同花顺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上海自由贸易区富特北路２７７号３层３１０室
法定代表人：尹彬彬
联系人：兰敏
电话：０２１－５２８２２０６３
传真：０２１－５２９７５２７０
网址：ｗｗｗ．６６ｌｉａｎｔａｉ．ｃｏｍ
客服电话：４００－１１８－１１８８

上海联泰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上海陆金所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上海市浦东新区陆家嘴环路１３３３号１４楼０９
单元
办公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陆家嘴环路１３３３号
法定代表人：王之光
联系人：宁博宇
电话：０２１－２０６６５９５２
传真：０２１－２２０６６６５３
客户服务电话：４００８２１９０３１
网址：ｗｗｗ．ｌｕｆｕｎｄｓ．ｃｏｍ

珠海盈米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珠海市横琴新区宝华路６号１０５室－３４９１
办公地址：广州市海珠区琶洲大道东１号保利国际广场
南塔１２楼Ｂ１２０１－１２０３
法定代表人：肖雯
联系人：黄敏嫦
电话：０２０－８９６２９０９９
传真：０２０－８９６２９０１１
客户服务电话：０２０－８９６２９０６６
网址：ｗｗｗ．ｙｉｎｇｍｉ．ｃｎ

中证金牛（
北京）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丰台区东管头１号２号楼２－４５室
办公地址：北京市西城区宣武门外大街甲１号环球财讯
中心Ａ座５层
法定代表人：钱昊旻
联系人：孙雯
电话：０１０－５９３３６５１９
传真：０１０－５９３３６５００
客户服务电话：４００８－９０９－９９８
网址：ｗｗｗ．ｊｎｌｃ．ｃｏｍ

和耕传承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郑东）东风南路
注册地址：河南自贸试验区郑州片区（
东康宁街北６号楼５楼５０３
办公地址：河南自贸试验区郑州片区（
郑东）东风南路
东康宁街北６号楼５楼５０３
法定代表人：王旋
电话：０３７１－８５５１８３９６
传真：０３７１－８５５１８３９７
联系人：董亚芳
客服热线：４００－０５５５－６７１
公司网站：ｗｗｗ．ｈｇｃｃｐｂ．ｃｏｍ

北京汇成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西直门外大街１号院２号楼１７
层１９Ｃ１３
办公地址：北京市西城区西直门外大街１号院２号楼（
西
环广场Ｂ座）１９层
法定代表人：王伟刚
客服电话：４００－６１９－９０５９
公司网址：ｗｗｗ．ｈｃｆｕｎｄｓ．ｃｏｍ

南京苏宁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南京市玄武区苏宁大道１－５号
法定代表人：钱燕飞
联系人：王锋
电话：０２５－６６９９６６９９－８８７２２６
传真：０２５－６６９９６６９９
客户服务电话：９５１７７
网址：ｗｗｗ．ｓｎｊｉｊｉｎ．ｃｏｍ

北京蛋卷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朝阳区阜通东大街１号院６号楼２单元
２１层２２２５０７
法定代表人：钟斐斐
联系人：侯芳芳
电话：０１０－６１８４０６８８
传真：０１０－８４９９７５７１
客服电话：４００－１５９－９２８８
官网：ｈｔｔｐｓ：／／ｄａｎｊｕａｎａｐｐ．ｃｏｍ

上海基煜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上海市崇明县长兴镇路潘园公路１８００号２号
上海泰和经济发展区）
楼６１５３室（
办公地址：上海市杨浦区昆明路５１８号Ａ１００２室
法定代表人：王翔
联系人：蓝杰
电话：０２１－６５３７００７７
传真：０２１－５５０８５９９１
客户服务电话：４００８２０５３６９
网址：ｗｗｗ．ｊｉｙｕｆｕｎｄ．ｃｏｍ．ｃｎ

凤凰金信（
银川）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金凤区阅海湾中央
商务区万寿路１４２号１４层１４０２
办公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紫月路１８号院朝来高科技产
业园１８号楼
法定代表人：张旭
联系人：陈旭
电话：０１０－５８１６０１６８
传真：０１０－５８１６０１７３
客户服务电话：４００－８１０－５９１９
网址：ｗｗｗ．ｆｅｎｇｆｄ．ｃｏｍ

京东肯特瑞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西三旗建材城中路１２号１７号
平房１５７
办公地址：北京市通州区亦庄经济技术开发区科创十
一街１８号院京东集团总部Ａ座１７层
法定代表人：王苏宁
电话：９５１１８
传真：０１０－８９１８９５６６
客服热线：９５１１８
公司网站：ｋｅｎｔｅｒｕｉ．ｊｄ．ｃｏｍ

上海挖财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杨高南路７９９号
注册地址：中国（
５楼０１、０２、０３室
办公地址：中国（
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杨高南路７９９号
５楼０１、０２、０３室
法定代表人：胡燕亮
联系人：义雪辉
电话：０２１－５０８１０６８７
传真：０２１－５８３００２７９
客户服务电话：０２１－５０８１０６７３
网址：ｗｗｗ．ｗａｃａｉｊｉｊｉｎ．ｃｏｍ／

北京度小满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仅代销Ａ类基金份额）
（

注册地址：北京市海淀区西北旺东路１０号院西区４号楼
１层１０３室
法定代表人：葛新
办公地址：北京市海淀区西北旺东路１０号院西区４号楼
机构联系人：孙博超
联系人电话：０１０－５９４０３０２８
联系人传真：０１０－５９４０３０２７
客户服务电话：９５０５５－４
公司网址：ｗｗｗ．ｂａｉｙｉｎｇｆｕｎｄ．ｃｏｍ

江苏汇林保大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南京市高淳区经济开发区古檀大道４７号
办公地址： 南京市鼓楼区中山北路２号绿地紫峰大厦
２００５室
法定代表人：吴言林
联系人：林伊灵
电话：０２５－６６０４６１６６
传真：０２５－５６８７８０１６
客户服务电话：０２５－６６０４６１６６
网址：ｈｔｔｐ：／／ｗｗｗ．ｈｕｉｌｉｎｂｄ．ｃｏｍ

Ｃ类基金份额赎回费率具体如下表所示：
持有期限

赎回费率

归基金资产比例

７天以下

１．５％

１００％

含）以上
７天（

０

－

６．基金销售机构
１、直销中心
本公司深圳总部。
注：直销中心包括本公司直销柜台及直销网上交易系统／电子交易直销前置
式自助前台（
具体以本公司官网列示为准）
２、场外非直销机构
序号

销售机构全称

１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仅代销Ａ类基金份额）
（

２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招赢通

３

４

５

深圳众禄基金销售股份有限公司

蚂蚁（
杭州）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上海好买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证券代码：００２９３１

证券简称：锋龙股份

销售机构信息
注册地址：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２５号光大中心
办公地址：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２５号光大中心
法定代表人：李晓鹏
全国）
客户服务电话：９５５９５（
网址：ｗｗｗ．ｃｅｂｂａｎｋ．ｃｏｍ
网址：ｆｉ．ｃｍｂｃｈｉｎａ．ｃｏｍ
客服电话：９５５５５
注册（
办公）地址：深圳市罗湖区梨园路物资控股置地
大厦８楼
法定代表人：薛峰
联系人：童彩平
电话：０７５５－３３２２７９５０
传真：０７５５－３３２２７９５１
客户服务电话：４００６－７８８－８８７
网址：众禄基金网ｗｗｗ．ｚｌｆｕｎｄ．ｃｎ
基金买卖网ｗｗｗ．ｊｊｍｍｗ．ｃｏｍ
注册地址：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五常街道文一西路９６９
号３幢５层５９９室
办公地址： 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万塘路１８号黄龙时代
广场Ｂ座６Ｆ
法定代表人：祖国明
联系人：韩爱彬
客服电话：４０００－７６６－１２３
公司网址：ｗｗｗ．ｆｕｎｄ１２３．ｃｎ
注册地址：上海市虹口区场中路６８５弄３７号４号楼４４９４
办公地址：上海市浦东南路１１１８号鄂尔多斯国际大厦９
楼
法定代表人：杨文斌
联系人：张茹
电话：０２１－５８８７００１１
传真：０２１－６８５９６９１６
客户服务电话：４００７００９６６５
网址：ｗｗｗ．ｅｈｏｗｂｕｙ．ｃｏｍ

２１

２２

注册地址：浙江省杭州市文二西路一号元茂大厦９０３室
法定代表人：吴强
联系人：洪泓
电话：０５７１－８８９１１８１８－８６５９
传真：０５７１－８６８００４２３
客户服务电话：４００８－７７３－７７２
网址：ｗｗｗ．５ｉｆｕｎｄ．ｃｏｍ

办公）地址：中国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１６号
注册（
法定代表人：王滨
客户服务电话：９５５１９
网址：ｗｗｗ．ｅ－ｃｈｉｎａｌｉｆｅ．ｃｏｍ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仅代销Ａ类基金份额）
（

７．基金份额净值公告的披露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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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其指定网
站、基金销售机构网站或营业网点，披露开放日各类基金份额的基金份额净值
和基金份额累计净值。
８．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投资者可通过本公司网站或本基金的销售机构查阅本基金的《
基金合同》、
《
招募说明书》等法律文件，了解所投资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并根据自身情况
购买与本人风险承受能力相匹配的产品。
投资者可以登录本公司网站（
ｗｗｗ．ｉｇｗｆｍｃ．ｃｏｍ）查询或者拨打本公司的客户
服务电话（
４００ ８８８８ ６０６）垂询相关事宜。
风险提示：本基金投资于证券市场，基金净值会因为证券市场波动等因素
产生波动，投资者在投资本基金前，请认真阅读本基金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
信息披露文件，全面认识本基金产品的风险收益特征和产品特性，充分考虑自
身的风险承受能力，理性判断市场，对申购基金的意愿、时机、数量等投资行为
作出独立决策，获得基金投资收益，亦承担基金投资中出现的各类风险。 投资本
基金可能遇到的风险包括：证券市场整体环境引发的系统性风险，个别证券特
有的非系统性风险，大量赎回或暴跌导致的流动性风险，基金投资过程中产生
的操作风险，因交收违约和投资债券引发的信用风险，基金投资对象与投资策
略引致的特有风险，等等。
本基金为债券型基金，属于证券投资基金中的较低风险品种，本基金的预
期收益和预期风险高于货币市场基金。 基金管理人提醒投资人基金投资的“
买
者自负”原则，在投资人作出投资决策后，基金运营状况与基金净值变化引致的
投资风险，由投资人自行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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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投资者投资于本基金管理人管理的
基金时应认真阅读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文件。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公告编号：２０２１－０１０

浙江锋龙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
主承销商）：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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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锋龙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发行人”或“
锋龙股份”）公开发行
可转换公司债券（
以下简称“
可转债”）已获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
可［
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为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
主承
２０２０］３３３５号文核准。
销商）。 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简称为“
锋龙转债”，债券代码为“
１２８１４３”。
本次发行的可转债规模为２４，５００万元，每张面值为人民币１００元，共计２４５
万张，按面值发行。 本次公开发行的可转债向发行人在股权登记日收市后登记
在册的原股东优先配售，原股东优先配售后余额部分（
含原股东放弃优先配售
部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网上向社会公众投资者发行。
一、本次可转债原股东优先配售结果
本次发行原股东优先配售的缴款工作已于２０２１年１月８日（
Ｔ日）结束。 根据
深交所提供的网上优先配售数据， 最终向原股东优先配售的锋龙转债总计１，
９６４，１３０张，即１９６，４１３，０００元，占本次发行总量的８０．１７％。
二、网上认购结果
本次发行原股东优先配售后余额部分（
含原股东放弃优先配售部分）的网
上认购缴款工作已于２０２１年１月１２日（
Ｔ＋２日）结束。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和中国
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提供的数据，保荐机构（
主承销商）做出
如下统计：

三、保荐机构（
主承销商）包销情况
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的可转债，以及因结算参与人资金不足而无效认购的
可转债由保荐机构（
主承销商）包销。 本次保荐机构（
主承销商）包销可转债的数
量为２２，２７２张，包销金额为２，２２７，２００．００元，包销比例约为０．９１％。
主承销商）将可转债认购资金划转至发
２０２１年１月１４日（
Ｔ＋４日），保荐机构（
行人处， 由发行人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提交登记申
请，将包销的可转债登记至保荐机构（
主承销商）指定证券账户。
四、本次发行的联系方式
发行人：浙江锋龙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董事会办公室
办公地址：浙江省绍兴市上虞区梁湖工业园区倪禄路５号
联系电话：０５７５－８２４３６７５６
保荐机构（
主承销商）：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资本市场部
办公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３５号国际企业大厦Ａ座８层
联系电话：０１０－８８０９１９０４；０１０－８８０９１９２４

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可转债数量（
张）：４６３，５９８
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
元）：４６，３５９，８００．００
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的可转债数量（
张）：２２，２７２
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
元）：２，２２７，２００．００

发行人：浙江锋龙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
主承销商）：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１年１月１４日

公告送出日期：２０２１年１月１４日
１．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太平恒安三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太平恒安三个月定开债

基金主代码

００７５４５

基金运作方式

契约型，定期开放式

基金合同生效日

２０１９年６月２７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太平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基金注册登记机构名称

太平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
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
以下简称 《
信
理办法》、《
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息披露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以及《
太平恒安三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
基金合同”）、《
太平恒安三个月定
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
以下简称“
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
以下简称“
招募说明书”）的
有关规定及相关公告等

申购起始日

２０２１年１月１８日

赎回起始日

２０２１年１月１８日

转换转入起始日

２０２１年１月１８日

转换转出起始日

２０２１年１月１８日

２．日常申购、赎回、转换等业务的办理时间
投资人在开放期内的开放日办理基金份额的申购和赎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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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封闭期内，本基金不办理申购、赎回业务或其他业务（
红利再投资除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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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应在实施日前依照《
信息披露办法》的有关规定在规定媒介上公告。
本基金的封闭期为自基金合同生效日（
含）起或自每一开放期结束之日次
含）起３个月的期间。 第一个封闭期为基金合同生效日起至该日３个月月度对
日（
应日的前一日止， 第二个封闭期为第一个开放期结束之日次日起至该日３个月
月度对应日的前一日止，以此类推。 若该日历月份不存在对应日期的，则顺延至
该月最后一日。 本基金每个封闭期结束之后第一个工作日起进入开放期，开放
期的期限为自封闭期结束之日后第一个工作日起（
含该日）五至二十个工作日，
具体期间以基金管理人届时公告为准。 如封闭期结束之日后第一个工作日因不
可抗力或其他情形致使基金无法按时开放申购与赎回业务的，开放期自不可抗
力或其他情形的影响因素消除之日起的下一个工作日开始。 如在开放期内发生
不可抗力或其他情形致使基金无法按时开放申购与赎回业务的，开放期时间中
止计算，在不可抗力或其他情形影响因素消除之日次一工作日起，继续计算该
开放期时间，直到满足开放期的时间要求，具体时间以基金管理人届时公告为
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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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基金本次办理申购、赎回、转换业务的开放期为２０２１年１月１８日起（
含）至
含）期间的工作日。 自２０２１年２月２０日起本基金将进入下一封闭
２０２１年２月１９日（
期并暂停申购、赎回及转换等业务。
３．日常申购业务
３．１申购金额限制
１、 投资人通过本基金的直销机构单个基金账户首次申购本基金单笔最低
金额为人民币１．００元（
含申购费），追加申购的单笔最低金额为人民币１．００元（
含
申购费）； 通过其他销售机构单个基金账户首次申购本基金单笔最低金额为人
民币１．００元（
含申购费），追加申购的单笔最低金额为人民币１．００元（
含申购费），
其他销售机构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２、基金管理人有权规定单一投资者单日或单笔申购金额上限，具体金额请
参见更新的招募说明书或相关公告。
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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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请参见相关公告。
４、基金管理人可在法律法规允许的情况下，调整上述规定申购金额。 基金
管理人必须在调整前依照《
信息披露办法》的有关规定在规定媒介上公告。
３．２申购费率
投资者可以多次申购本基金，申购费率按每笔申购申请单独计算。
本基金基金份额采用前端收费模式收取基金申购费用。 投资者的申购费用
如下：
申购金额（
Ｍ，含申购费）

申购费率

Ｍ＜１００万

０．５０％

１００万≤Ｍ＜３００万

０．３０％

３００万≤Ｍ＜５００万

０．１０％

Ｍ≥５００万

按笔收取，每笔１０００元

（
注：Ｍ：申购金额；单位：元）
本基金的申购费用由投资人承担，主要用于本基金的市场推广、销售、登记
等各项费用，不列入基金财产。
３．３其他与申购相关的事项
１、 基金管理人可以在法律法规规定和基金合同约定的范围内调整费率或
收费方式，并在调整实施日前依照《
信息披露办法》的有关规定在规定媒介上进
行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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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进行公告。
３、当本基金发生大额申购情形时，基金管理人可以对本基金采用摆动定价
机制，以确保基金估值的公平性。 具体处理原则与操作规则遵循相关法律法规
以及监管部门、自律规则的规定。
４、法律法规或监管部门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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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每次赎回申请不得低于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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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份的，在赎回时需一次全部赎回。
２、基金管理人可在法律法规允许的情况下，调整上述规定赎回份额的数量
限制。 基金管理人必须在调整前依照《
信息披露办法》的有关规定在规定媒介上
公告。
４．２赎回费率
赎回费率见下表：
持有期间（
Ｄ）

赎回费率

Ｄ〈
７天

１．５％

７≤Ｄ

０．１０％

持有一个或者一个以上封闭期的

０％

本基金的赎回费用由基金份额持有人承担， 对于持续持有期少于７日的投
资者收取的赎回费全额计入基金财产， 其余赎回费不低于赎回费总额的２５％计
入基金财产。
４．３其他与赎回相关的事项
１、 基金管理人可以在法律法规规定和基金合同约定的范围内调整费率或
收费方式，并在调整实施日前依照《
信息披露办法》的有关规定在规定媒介上进
行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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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进行公告。
３、当本基金发生大额赎回情形时，基金管理人可以对本基金采用摆动定价
机制，以确保基金估值的公平性。 具体处理原则与操作规则遵循相关法律法规
以及监管部门、自律规则的规定。
４、法律法规或监管部门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华宝标普石油天然气上游股票
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ＬＯＦ）因美国
主要交易所休市暂停申购、赎回
及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２０２１年１月１４日
１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华宝标普石油天然气上游股票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
ＬＯＦ）

基金简称

华宝油气

基金主代码

１６２４１１

基金管理人名称

华宝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
华宝标普石油天然气上游股票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
华宝标普石油天然气上游股
ＬＯＦ）基金合同》和《
票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ＬＯＦ）招募说明书》
暂停申购起始日

２０２１年１月１８日

暂停赎回起始日

２０２１年１月１８日

暂停定期定额投资起始日

２０２１年１月１８日

５． 日常转换业务
５．１转换费率
基金转换费用由补差费和转出费两部分构成， 具体收取情况视每次转换时
两只基金的申购费率差异情况和转出基金的赎回费率而定。 基金转换费用的具
体计算公式如下：
１、转换费用＝转出费＋补差费
２、转出费＝转出金额×转出基金赎回费率
３、转出金额＝转出基金份额×转出基金当日基金份额净值
｛
转出净金额×转入基金的申购费率／（
４、补差费＝Ｍａｘ（
１＋转入基金的申购费
率） ｝－｛
转出净金额×转出基金的申购费率／（
１＋转出基金的申购费率） ｝，０）
５、转入净金额＝转出金额－转换费用
６、转出净金额＝转出基金份额×转出基金当日基金份额净值×（
１－转出基
金赎回费率）
７、转入份额＝转入净金额／转入基金当日基金份额净值
５．２其他与转换相关的事项
５．２．１ 适用基金范围
本基金转换业务适用于本基金与本公司募集管理并且在本公司注册登记的
下列基金，投资者可以在下列基金的开放期内，申请办理本基金与下列基金的转
换业务，本基金可以与下列基金互相转换：
（
１）太平灵活配置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０００９８６）；
（
２）太平日日鑫货币市场基金（
Ａ 类份额：００４３３０；Ｂ 类份额：００４３３１）；
（
３）太平日日金货币市场基金（
Ａ 类份额：００３３９８；Ｂ 类份额：００３３９９）；
（
４）太平睿盈混合证券投资基金（
Ａ 类份额：００６９７３；Ｃ 类份额：００７６６９）；
（
５）太平改革红利精选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００５２７０）；
（
６）太平恒利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００５８７２）；
（
７） 太平行业优选股票型 证 券 投 资 基金 （
Ａ 类 份 额：００９５３７；Ｃ 类 份 额：
００９５３８）；
（
８）太平恒睿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００９１１８）；
（
９）太平中债１－３年政策性金融债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Ａ类份额：００９０８７；Ｃ类
份额：００９０８８）；
（
１０）太平睿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Ａ类份额：０１０２６８；Ｃ类份额：０１０２６９）
５．２．２转换限额
投资者在办理转换业务时，单笔转换基金份额不得低于１００ 份，销售机构有
不同规定的， 投资者在销售机构办理相关业务时， 需遵循该销售机构的相关规
定。 如单一投资者转换转入后持有的基金份额超过基金总份额的５０％，基金管理
人可拒绝或暂停接受该投资人的转换转入申请。 基金管理人可以依照相关法律
法规以及基金合同的约定， 在特定市场条件下暂停或者拒绝接受一定金额以上
的转换转入申请。
５．２．３适用销售机构
（
１）直销机构
１）直销柜台
名称：太平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办公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银城中路４８８号太平金融大厦７楼
联系电话：０２１－３８５５６７８９
传真：０２１－３８５５６７５１
网址：ｗｗｗ．ｔａｉｐｉｎｇｆｕｎｄ．ｃｏｍ．ｃｎ
２）网上交易
具体业务办理情况及业务规则请登录本公司网站查询。 本公司网址ｗｗｗ．
ｔａｉｐｉｎｇｆｕｎｄ．ｃｏｍ．ｃｎ。
（
２）代销机构
本基金的代销机构可以根据自身情况，决定是否开通上述基金的转换业务，
投资者在办理基金转换业务时，需遵循相关销售机构的规定及业务规则。
５．２．４ 转换业务规则
基金转换只能在同一销售机构办理， 且该销售机构同时代理转出基金及转
入基金的销售。基金转换，以申请当日基金份额净值为基础计算。投资者采用“
份
额转换”的原则提交申请，基金转换遵循“
先进先出”的原则。 投资者办理基金转
换业务时，转出的基金必须处于可赎回状态，转入的基金必须处于可申购状态，
已经冻结的基金份额不得申请基金转换。
５．２．５ 交易确认
转入的基金持有期自该部分基金份额登记于注册登记系统之日起开始计
算。转入的基金在赎回或转出时，按照自基金转入确认日起至该部分基金份额赎
回或转出确认日止的持有时段所适用的赎回费率档次计算其所应支付的赎回
费。 基金转换后可赎回的时间为Ｔ＋２日。
６．基金销售机构
６．１场外销售机构
６．１．１直销机构
（
１）直销柜台
名称：太平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办公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银城中路４８８号太平金融大厦７楼
联系电话：０２１－３８５５６７８９
传真：０２１－３８５５６７５１
网址：ｗｗｗ．ｔａｉｐｉｎｇｆｕｎｄ．ｃｏｍ．ｃｎ
（
２）网上交易
具体业务办理情况及业务规则请登录本公司网站查询。 本公司网址ｗｗｗ．
ｔａｉｐｉｎｇｆｕｎｄ．ｃｏｍ．ｃｎ。
注：投资人可通过本公司直销机构办理本基金的申购、赎回、转换等业务。
６．１．２场外非直销机构
中信期货有限公司、申万宏源证券有限公司、申万宏源西部证券有限公司、
山东）有限责任公司、中信证券华南股份有限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信证券（
公司、长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基煜基金销售有限公司、上海好买基金销售
有限公司、上海天天基金销售有限公司、浙江同花顺基金销售有限公司、北京恒
天明泽基金销售有限公司、上海中正达广基金销售有限公司、上海陆金所基金销
售有限公司、珠海盈米基金销售有限公司、大连网金基金销售有限公司、江苏汇
林保大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北京植信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
６．２ 场内销售机构
无。
７．基金份额净值公告／基金收益公告的披露安排
基金合同生效后的封闭期内， 基金管理人应当至少每周公告一次基金资产
净值和基金份额净值。
基金开放期每个开放日的次日，基金管理人应当通过网站、基金份额发售网
点以及其他媒介，披露开放日的基金份额净值和基金份额累计净值。
基金管理人应当公告半年度和年度最后一个市场交易日基金资产净值和基
金份额净值。 基金管理人应当在前款规定的市场交易日的次日， 将基金资产净
值、基金份额净值和基金份额累计净值登载在规定媒介上。
８．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
１）本公告仅对本基金开放日常申购、赎回、转换等业务的有关事项予以说
明。 投资人欲了解本基金的详细情况，请详细阅读《
太平恒安三个月定期开放债
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
太平恒安三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太平恒安三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产
招募说明书》 及其更新、《
品资料概要》及其更新等法律文件。
（
２）未开设销售网点地区的投资人，及希望了解本基金其它有关信息的投资
人，敬请通过本基金管理人的客户服务电话（
０２１－６１５６０９９９或４０００２８８６９９）或网
站（
ｗｗｗ．ｔａｉｐｉｎｇｆｕｎｄ．ｃｏｍ．ｃｎ）查询相关事宜。
（
３）有关本基金开放申购、赎回、转换等业务的具体规定若有变化，本基金管
理人届时将另行公告。
（
４）本公告的解释权归太平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所有。
（
５）风险提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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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金财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基金的过往业绩并不代
表其将来表现。 投资有风险，敬请投资人认真阅读基金的相关法律文件，并选择
适合自身风险承受能力的投资品种进行投资。
特此公告。
太平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２１年１月１４日
０２１－３８９２４５５８）或登陆本公司网站（
ＷＷＷ．ＦＳＦＵＮＤ．ＣＯＭ）获取相关信息。
特此公告。
华宝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２１年１月１４日

华宝标普美国品质消费股票指数证券
投资基金（
ＬＯＦ）因美国纽约证券交易
所、美国纳斯达克证券交易所休市暂停
申购、赎回及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２０２１年１月１４日
１ 公告基本信息

根据《
华宝标普石油天然气上游股票指数证券投资
华宝标普石油天然气上游
基金（
ＬＯＦ）基金合同》、《
股票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ＬＯＦ）招募说明书》的有关
暂停相关业务的起 始
规定，上海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和美国主
日、金额及原因说明
要交易所（
纽约证券交易所、美国证券交易所、纳斯
暂停申购、赎回及定期定额投资
达克等）同时开放交易的工作日为华宝标普石油天
的原因说明
然气上游股票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以下简称
ＬＯＦ）（
“
本基金”）的开放日。 鉴于２０２１年１月１８日为美国主
要交易所的休市日， 本基金管理人决定于２０２１年１
月１８日暂停本基金的申购、赎回及定期定额投资业
务。
下属分级基金的基 金
华宝油气
简称

华宝油气美元

华宝油气Ｃ

下属分级基金的交 易
１６２４１１
代码

００１４８１

００７８４４

该分级基金是否暂停
申购、赎回及定期定额 是
投资

是

是

２ 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
纽约证
１）本基金自上海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和美国主要交易所（
券交易所、美国证券交易所、纳斯达克等）同时开放交易的下一个工作日２０２１年
１月１９日起恢复申购、赎回及定期定额投资业务，届时将不再另行公告。
（
２）因外汇投资额度限制，本基金已于２０２０年１２月２３日发布公告，自２０２０年
１２月２８日起， 本基金Ａ类人民币份额、Ｃ类人民币份额单日单个基金账户累计申
含定期定额投资）上限设置为５，０００．００元人民币（
含）；本基金Ａ类美元份
购金额（
额单日单个基金账户累计申购金额（
含定期定额投资）上限设置为１，０００．００美元
（
含）。 本基金自２０２１年１月１９日起恢复申购、赎回及定期定额投资业务后，仍将
暂停办理大额申购（
含定期定额投资）业务。 恢复办理大额申购（
含定期定额投
资）业务的日期将另行公告。
（
３）为避免因境外交易所休市带来的不便，请投资者提前进行相关业务安
排。
（
４）如有疑问，请拨打本公司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７００－５５８８、４００－８２０－５０５０、

基金名称

华宝标普美国品质消费股票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ＬＯＦ）

基金简称

美国消费

基金主代码

１６２４１５

基金管理人名称

华宝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
华宝标普美国品质消费股票 指数 证券 投资 基 金
（
华宝标普美国品质消费股票指数
ＬＯＦ）基金合同》和《
证券投资基金（
ＬＯＦ）招募说明书》

暂停相关 业务 的起
始日及原因说明

暂停申购起始日

２０２１年１月１８日

暂停赎回起始日

２０２１年１月１８日

暂停定期定额投资起始日

２０２１年１月１８日

根据 《
华宝标普美国品质消费股票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华宝标普美国品质消费股票指数
（
ＬＯＦ） 基金合同》、《
证券投资基金（
ＬＯＦ）招募说明书》的有关规定，深圳证
券交易所、 美国纽约证券交易所和美国纳斯达克证券
暂停申购、赎回、定期定额投资 交易所同时开放交易的工作日为华宝标普美国品质消
费股票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以下简称“
本基金”）
的原因说明
ＬＯＦ）（
的开放日。 鉴于２０２１年１月１８日为美国纽约证券交易
所、美国纳斯达克证券交易所的休市日，本基金管理人
决定于２０２１年１月１８日暂停本基金的全部申购、 赎回、
定期定额投资业务。

下属分级 基金 的基
美国消费
金简称

华宝美国消费美元

华宝美国消费Ｃ

下属分级 基金 的交
１６２４１５
易代码

００２４２３

００９９７５

该分级基金是 否暂
停申购、赎回、定 期 是
定额投资

是

是

２ 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
１）本基金自深圳证券交易所、美国纽约证券交易所和美国纳斯达克证券交
易所同时开放交易的下一个工作日２０２１年１月１９日起恢复申购、赎回及定期定额
投资业务，届时将不再另行公告。
（
２）为避免因境外交易所休市带来的不便，请投资者提前进行相关业务安
排。
（
３）如有疑问，请拨打本公司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７００－５５８８、４００－８２０－５０５０、
０２１－３８９２４５５８）或登陆本公司网站（
ＷＷＷ．ＦＳＦＵＮＤ．ＣＯＭ）获取相关信息。
特此公告。
华宝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２１年１月１４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