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 1 月 14 日

星期四

南方多利增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分红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21年1月14日
1.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南方多利增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南方多利增强债券
202102

基金主代码
基金合同生效日

2007年8月28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南方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南方多利增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
2020年12月31日

收益分配基准日

基准日基金份额净值（单位：人民币元） 截止收益分配基准日的相关
指标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B76

zqsb@stcn.com (0755)83501750

基准日基金可供分配利润（单位：人 民
40,430,097.49
币元）

南方基金关于旗下部分基金增加
部分销售机构及开通相关业务的公告
根据南方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简称“本公司” ）与和耕传承基金销售有
限公司（简称“和耕传承” ）、北京蛋卷基金销售有限公司（简称“蛋卷基金” ）、
深圳市新兰德证券投资咨询有限公司（简称“新兰德” ）、玄元保险代理有限公
司（简称“玄元保险” ）、北京度小满基金销售有限公司（简称“度小满基金” ）
签署的销售合作协议，上述销售机构将自2021年1月14日起代理销售本公司旗下
部分基金。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 适用基金及业务范围
编号

机构名称

基金代码

基金名称

定投业务

转换业务

1

和耕传承

003612

南方卓元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

不开通

不开通

2

和耕传承

003613

南方卓元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C类

不开通

不开通

3

蛋卷基金

001504

南方利淘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C类

开通

开通

4

截止基准日按照基金合同约定的分红比
36,387,087.75
例计算的应分配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本次分红方案（单位：元/10份基金份额）

-

有关年度分红次数的说明

本次分红为2020年度的第1次分红

新兰德

006586

南方安裕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C类

开通

开通

5

新兰德

001504

南方利淘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C类

开通

开通

6

玄元保险

001183

南方利淘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

开通

开通

7

玄元保险

001504

南方利淘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C类

开通

开通

8

度小满基金

009646

南方核心成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

开通

开通

下属分级基金的基金简称

南方多利增强债券A

南方多利增强债券C

9

度小满基金

009647

南方核心成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C类

开通

开通

下属分级基金的交易代码

202103

202102

10

度小满基金

006491

南方中债1-3年国开行债券指数证券投资基金A类

开通

开通

基准日下属分级基金份额净值
1.1504
（单位：人民币元）

1.1465

11

度小满基金

006492

南方中债1-3年国开行债券指数证券投资基金C类

开通

开通

基准日下属分级基金可供分配利
截止基准日下属分级基金的相关指
29,507,122.61
润（单位：人民币元）
标
截止基准日按照基金合同约定的
分红比例计算的应分配金额 （单 26,556,410.35
位：人民币元）
本次下属分级基金分红方案（单位：元/10份基金份额）

0.6500

10,922,974.88
9,830,677.40
0.6200

注：《南方多利增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约定：在符合有关基金
分红条件的前提下，本基金每年收益分配次数最多为12次，全年分配比例不得低
于年度可供分配收益的90%。
2. 与分红相关的其他信息
权益登记日

2021年1月18日

除息日

2021年1月18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21年1月19日

分红对象

权益登记日在本基金注册登记机构登记在册的本基金全体基金份额持有人。

红利再投资相关事项的说明

选择红利再投资方式的投资者将以2021年1月18日的基金份额净值为计算基准确定再
投资份额， 本基金注册登记机构将于2021年1月19日对红利再投资的基金份额进行确
认并通知各销售机构, 本次红利再投资所得份额的持有期限自红利发放日开始计算。
2021年1月20日起，投资者可以通过销售机构查询红利再投资的份额。

税收相关事项的说明

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的相关规定,基金向投资者分配的基金收益,暂免征收所得
税。

费用相关事项的说明

本基金本次分红免收分红手续费。选择红利再投资方式的投资者其红利所转换的基金
份额免收申购费用。

从2021年1月14日起，投资人可通过上述销售机构办理上述列表中对应基金
的开户、申购、赎回、定投、转换等业务。
二、 重要提示
1、 上述申购赎回业务仅适用于处于正常申购期及处于特定开放日和开放
时间的基金。基金封闭期、募集期等特殊期间的有关规定详见对应基金的《基金
合同》、《招募说明书》、《产品资料概要》 等相关法律文件及本公司发布的最新
业务公告。
2、 投资人可与上述销售机构约定定投业务的每期固定投资金额。目前，上
述销售机构可办理上述适用基金列表中开通定投业务的基金， 具体的定投业务
规则请参考上述销售机构的相关规定。
3、 基金转换是指投资人可将其通过销售机构购买并持有的本公司旗下某
只开放式基金的全部或部分基金份额， 转换为本公司管理的另一只开放式基金
的份额。上述适用基金列表中的基金，若同时采用前端收费和后端收费，则只开
通前端收费模式下的转换业务。 基金转换费用与转换业务规则可参照我司2007
年8月30日发布的《南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旗下基金在部分代销机构开展转
换业务的公告》和2008年3月11日发布的《南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调整旗下
基金转换业务规则的公告》。
三、 投资人可通过以下途径了解或咨询相关情况：

南方中小盘成长股票

基金主代码

000326

基金合同生效日

2018年11月3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南方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南方中小盘成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

基准日基金份额净值（单位：人民币元）

1.7084

基准日基金可供分配利润（单位：人民币
79,320,918.27
元）

截止收益分配基准日的相关
指标

截止基准日按照基金合同约定的分红比
15,864,183.66
例计算的应分配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本次分红方案（单位：元/10份基金份额）

1.2100

有关年度分红次数的说明

本次分红为2020年度的第2次分红

注：《南方中小盘成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约定：在符合有关基
金分红条件的前提下，本基金每年收益分配次数最多为12次，基金合同生效满1
年后，若基金在6月份和12月份最后一个交易日收盘后每份基金份额可分配利润
金额高于0.04元(含)，则基金须在15个工作日之内进行收益分配，每份基金份额每
次基金收益分配比例不得低于基金收益分配基准日每份基金份额可供分配利润
的20%。
2. 与分红相关的其他信息
权益登记日

2021年1月18日

除息日

2021年1月18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21年1月19日

分红对象

权益登记日在本基金注册登记机构登记在册的本基金全体基金份额持有人。

北京蛋卷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费用相关事项的说明

本基金本次分红免收分红手续费。选择红利再投资方式的投资者其红利所转换的基金
份额免收申购费用。

深圳市新兰德证券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400-166-1188
网址：https://8.jrj.com.cn
客服电话：400-080-8208
网址：www.licaimofang.cn

南方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400-889-8899
网址：www.nffund.com

公告送出日期：2021年1月14日
1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广发汇明一年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名称

广发汇兴3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广发汇明一年定期开放债券

基金简称

广发汇兴3个月定期开放债券

基金主代码

008366

基金主代码

006552

基金合同生效日

2020年8月7日

基金合同生效日

2018年10月29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管理人名称

基金托管人名称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 及其配套法规、《广发汇明一
年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广发汇明一
年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

公告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及其配套法规、《广发汇兴3个
月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广发汇兴3个
月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

收益分配基准日

2020年12月31日

收益分配基准日

2020年12月31日

基准 日基金 份 额 净
1.0090
值（单位：元）

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准 日基金 份 额 净
1.0042
值（单位：元）
截止收益分配基准日的相关指标

截 止 基准 日 按 照 基
金合同约定的分红
223,862.27
比例 计 算 的 应 分 配
金额（单位：元）

基准 日基金 可 供 分
2,769,524.97
配利润（单位：元）
截 止 基准 日 按 照 基
金合同约定的分红
830,857.50
比例 计 算 的 应 分 配
金额（单位：元）

本次分红方案（单位：元/10份基金份额）

0.005

本次分红方案（单位：元/10份基金份额）

0.041

有关年度分红次数的说明

本次分红为2020年度的第1次分红

有关年度分红次数的说明

本次分红为2020年度的第3次分红

注：根据本基金合同规定，本基金收益每季度最少分配一次，本基金每年收
益分配次数最多为12次， 每次收益分配比例不得低于收益分配基准日可供分配
利润的30%。
2 与分红相关的其他信息

权益登记日

2021年1月18日

权益登记日

2021年1月18日

除息日

2021年1月18日（场外）

除息日

2021年1月18日（场外）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21年1月20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21年1月20日

分红对象

权益登记日在本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基金份额的全体持有人

分红对象

权益登记日在本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基金份额的全体持有人

红利再投资相关事项的说明

选择红利再投资方式的投资者由红利转得的基金份额将以2021年
1月18日的基金份额净值为计算基准确定。2021年1月20日起投资
者可以查询。

红利再投资相关事项的说明

选择红利再投资方式的投资者由红利转得的基金份额将以2021年
1月18日的基金份额净值为计算基准确定。2021年1月20日起投资
者可以查询。

税收相关事项的说明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基金向投资者分配的基金收益，暂免征收
所得税。

税收相关事项的说明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基金向投资者分配的基金收益，暂免征收
所得税。

费用相关事项的说明

本基金本次分红免收分红手续费。

费用相关事项的说明

本基金本次分红免收分红手续费。

3 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1、权益登记日申请申购的基金份额不享有本次分红权益，权益登记日申请
赎回的基金份额享有本次分红权益。
2、基金以定期开放的方式运作，即采用封闭运作和开放运作交替循环的方
式。在封闭期内，本基金采取封闭运作模式，基金份额持有人不得申请申购、赎回
本基金。本基金的首个封闭期为自本基金《基金合同》生效之日起（包括该日）
一年的期间。第二个封闭期为自首个开放期结束之日次日起（包括该日）一年的
期间，以此类推。本基金封闭期内不办理申购与赎回业务（红利再投资除外），也
不上市交易。每一个封闭期结束后，本基金即进入开放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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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少于5个工作日、不超过20个工作
日的期间，具体期间由基金管理人在封闭期结束前公告说明。开放期内，本基金
采取开放运作模式，投资者可办理基金份额申购、赎回或其他业务。开放期未赎
回的份额将自动转入下一个封闭期。 如在开放期内发生不可抗力情形致使基金
无法按时开放或需依据《基金合同》暂停申购与赎回业务的，基金管理人有权合
理调整申购或赎回业务的办理期间并予以公告， 在不可抗力情形影响因素消除
之日的下一个工作日起，继续计算该开放期时间。
3、对于未选择具体分红方式的投资者，本基金默认的分红方式为现金方式。
4、投资者可以在基金开放日的交易时间内到销售网点修改分红方式，本次
分红确认的方式将按照投资者在权益登记日之前（不含2021年1月18日）最后一
次选择的分红方式为准。 请投资者到销售网点或通过本公司客户服务中心：
95105828（免长途话费）或020-83936999确认分红方式是否正确，如不正确或希
望修改分红方式的，请务必在规定时间前到销售网点办理变更手续。
5、建议基金份额持有人在修改分红方式后，在T+2日（申请修改分红方式之
日为T日）后（含T+2日）向销售网点或本公司确认分红方式的修改是否成功。
风险提示：本基金分红并不改变本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也不会因此降低基
金投资风险或提高基金投资收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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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请投资人注意
投资风险。投资者欲了解有关分红的情况，可到办理业务的当地销售网点查询，
也可以登录本公司网站 （www.gffunds.com.cn） 或拨打本公司客户服务电话：
95105828（免长途话费）或020-83936999咨询相关事宜。
特此公告。
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1年1月14日

3 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1、权益登记日申请申购的基金份额不享有本次分红权益，权益登记日申请
赎回的基金份额享有本次分红权益。
2、本基金以定期开放的方式运作。本基金的封闭期为自本基金《基金合同》
生效之日起（包括该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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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基金《基金合同》生效之日起（包括该日）3
个月的期间。第二个封闭期为自首个开放期结束之日次日起（包括该日）3个月
的期间，以此类推。本基金封闭期结束前不办理申购与赎回业务。本基金办理申
购与赎回业务的开放期为本基金每个封闭期结束之后第一个工作日起 （含该
日）不少于5个工作日且不超过20个工作日的期间。每个封闭期结束后，因不可抗
力或其他情形致使本基金无法按时开放申购或赎回的， 开放期为自不可抗力或
其他情形影响因素消除之日的下一个工作日起（含该日）不少于5个工作日且不
超过20个工作日的期间；如在开放期内发生不可抗力或需依据《基金合同》暂停
申购与赎回业务的， 基金管理人有权合理调整申购或赎回业务的办理期间并予
以公告。
3、对于未选择具体分红方式的投资者，本基金默认的分红方式为现金方式。
4、投资者可以在基金开放日的交易时间内到销售网点修改分红方式，本次
分红确认的方式将按照投资者在权益登记日之前（不含2021年1月18日）最后一
次选择的分红方式为准。 请投资者到销售网点或通过本公司客户服务中心：
95105828（免长途话费）或020-83936999确认分红方式是否正确，如不正确或希
望修改分红方式的，请务必在规定时间前到销售网点办理变更手续。
5、建议基金份额持有人在修改分红方式后，在T+2日（申请修改分红方式之
日为T日）后（含T+2日）向销售网点或本公司确认分红方式的修改是否成功。
风险提示：本基金分红并不改变本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也不会因此降低基
金投资风险或提高基金投资收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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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请投资人注意
投资风险。投资者欲了解有关分红的情况，可到办理业务的当地销售网点查询，
也可以登录本公司网站 （www.gffunds.com.cn） 或拨打本公司客户服务电话：
95105828（免长途话费）或020-83936999咨询相关事宜。
特此公告。
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1年1月14日

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
关于北京真视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
法律意见书

召开。会议召开的时间、地点符合通知内容，会议由公司董事长何小波先生主持。
经验证，本次会议的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公司董事会已于本次会议召开15
日前以公告方式通知全体股东。会议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规则》及
《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出席会议人员资格的合法有效性
根据出席会议人员签名册， 出席本次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3名，为
2021年1月7日下午交易结束后， 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公司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约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的30.97%。
出席或列席现场会议的其他人员为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聘
任的相关中介机构人员。
经验证，上述出席或列席本次会议人员的资格均合法、有效。
三、本次股东大会的审议事项
根据公司董事会发布的本次会议的通知公告,本次会议审议的事项为《关于
公司与四川省营山县人民政府签署合作协议并设立产业发展基金的议案》。
以上议案已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 具体详见公司在指
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
com.cn)刊登的相关公告。
经本所律师审查,本次会议所审议的议案与董事会决议及本次股东大会通知
的公告内容相符,无新提案。
所律师认为,本次会议的议案符合《公司法》、《证券法》、《规则》等法律、法
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会议的议案合法、有效。
四、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的合法有效性
本次会议依据《公司法》、《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
程》的规定，就会议通知中列明的事项，通过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进行表决。
经本所律师核查， 出席本次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就上述议案进行
了 审议并以记名投票表决方式进行了表决。本次股东大会网络投票通过深圳证
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结束后,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信息服务平
台向公司提供了网络投票统计结果。
本次股东大会现场投票及网络投票结束后， 公司合并统计了议案的现场投
票和网络投票的结果并予以公布，并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根据表决结果，公
司与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为64,992,592股，其中，同意64,977,592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99.98%；反对15,0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0.02%；弃权0股；本次会议审议的议
案经出席本次会议所持有效表决权的1/2以上通过，本次会议审议的议案获得本
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本次股东大会的会议记录由出席现场会议的公司董事、监事、会议主持人签
名，会议决议由出席现场会议的公司董事签名。
经验证,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表
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结论意见
经验证，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上市公司股东大
会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及

公告送出日期：2021年1月14日
1.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南方积极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南方积极配置混合(LOF)
160105

基金合同生效日

2004年10月14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南方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南方积极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

截止收益分配基准日的相关
指标

2020年12月31日

3. 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1）、权益登记日申请申购或转换转入的基金份额不享有本次分红权益,权益
登记日申请赎回或转换转出的基金份额享有本次分红权益。
2）、本基金分红方式分两种：现金红利和红利再投资，投资者可选择现金红
利或将现金红利按除权日的基金份额净值自动转为基金份额进行再投资。 本基
金默认的分红方式为现金红利方式。 投资者最终的分红方式以本基金登记机构
的记录为准。
3）、投资者可通过本公司客户服务中心确认分红方式是否正确，如不正确或
希望变更分红方式的，请于权益登记日之前(不含权益登记日)到销售网点或通过
电子交易平台办理变更手续。
4）、投资者可访问本公司网站(www.nffund.com)或拨打全国免长途费的客

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广发道琼斯美国石油开发与生产
指数证券投资基金（QDII-LOF）
暂停申购（含转换转入、定期定额和
不定额投资）及赎回（含转换转出）
业务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21年1月14日

基准日基金可供分配利润（单位：人民币
178,623,281.66
元）
截止基准日按照基金合同约定的分红比
71,115,259.02
例计算的应分配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2020年12月31日

收益分配基准日

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的相关规定,基金向投资者分配的基金收益,暂免征收所得
税。

客服电话：95055-4
网址：www.baiyingfund.com

南方积极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分红公告

基准日基金份额净值（单位：人民币元） 1.3375

税收相关事项的说明

玄元保险代理有限公司

南方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1月14日

收益分配基准日

客服电话：400-159-9288
网址：www.hgccpb.com/

公告送出日期：2021年1月14日

康达股会字[2021]第0013号
致：北京真视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
《公司法》” ）、《上市公司股东
大会规则》（以下简称“
《规则》” ）、《北京真视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
《公司章程》” ）及北京真视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
下简称“
与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 ）签订的《法律顾问协议》，本所律
师受聘出席公司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以下简称“本次会议” ），并出具
本法律意见书。
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本所律师谨作如下声明：
1、本所律师所发表的法律意见，仅依据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以前发生或存
在的事实并基于本所律师对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理解而形成。在本法
律意见书中，本所律师仅就公司本次股东大会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
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 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等事项进行审查和见证后发
表法律意见， 不对本次股东大会所审议议案的内容以及在议案中所涉及的事实
和数据的真实性和准确性发表意见。
2、本所律师已经按照《公司法》、《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要求对公司本次
股东大会的真实性、合法性发表法律意见，法律意见书中不存在虚假、严重误导
性陈述及重大遗漏，否则将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3、 本所律师同意将本法律意见书作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必备文件公告，
并依法对本所出具的法律意见承担责任。
本所律师已经对与出具法律意见有关的所有文件材料及证言进行核查判
断，现场见证了本次会议并据此出具法律意见如下：
一、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
根据刊登于《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的《北京真视通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公司董事会于2020
年12月28日发布了关于召开本次会议的通知公告。 公司于2021年1月11日发布
《关于召开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的更正公告》，对原通知附件二之
授权委托书模板中的议案名称予以更正。
根据上述公告，公司董事会已在会议通知中载明本次会议的时间、地点、出
席人员、审议事项、登记方法等内容。根据公司刊登于《证券时报》、《中国证券
报》及巨潮资讯网的相关公告，公司已经按《公司法》、《规则》及《公司章程》有
关规定对提案的内容进行了充分披露。
经本所律师现场见证， 本次股东大会的现场会议于2021年1月13日下午14：
40在北京市朝阳区马甸裕民路12号中国国际科技会展中心B座11层公司会议室

基金简称

和耕传承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广发汇兴3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
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分红公告

注：根据本基金合同规定，在符合有关基金分红条件的前提下，本基金收益
每季度最少分配一次，本基金每年收益分配次数最多为12次，每次收益分配比例
不得低于收益分配基准日可供分配利润的5%。
2 与分红相关的其他信息

南方中小盘成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红利再投资相关事项的说明

北京度小满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户服务电话（400－889－8899）咨询相关情况。

基金主代码

基金名称

联系方式

广发汇明一年定期开放债券型
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分红公告

基准 日基金 可 供 分
4,477,245.33
配利润（单位：元）

公告送出日期：2021年1月14日
1. 公告基本信息

客服电话：400-055-5671
网址：www.hgccpb.com/

机构名称

四、 风险提示：
1、投资人应当认真阅读《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产品资料概要》等
基金法律文件及相关公告，了解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并根据自身的投资目的、
投资期限、 投资经验、 资产状况等判断基金是否和投资人的风险承受能力相适
应。

截止收益分配基准日的相关指标

南方中小盘成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分红公告

选择红利再投资方式的投资者将以2021年1月18日的基金份额净值为计算基准确定再
投资份额， 本基金注册登记机构将于2021年1月19日对红利再投资的基金份额进行确
认并通知各销售机构, 本次红利再投资所得份额的持有期限自红利发放日开始计算。
2021年1月20日起，投资者可以通过销售机构查询红利再投资的份额。

注：3. 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1）、权益登记日申请申购或转换转入的基金份额不享有本次分红权益,权益
登记日申请赎回或转换转出的基金份额享有本次分红权益。
2）、本基金分红方式分两种：现金红利和红利再投资，投资者可选择现金红
利或将现金红利按除权日的基金份额净值自动转为基金份额进行再投资。 本基
金默认的分红方式为现金红利方式。 投资者最终的分红方式以本基金登记机构
的记录为准。
3）、投资者可通过本公司客户服务中心确认分红方式是否正确，如不正确或
希望变更分红方式的，请于权益登记日之前(不含权益登记日)到销售网点或通过
电子交易平台办理变更手续。
4）、投资者可访问本公司网站(www.nffund.com)或拨打全国免长途费的客
户服务电话（400－889－8899）咨询相关情况。
南方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1月14日

1 公告基本信息

2、投资人应当充分了解基金定投和零存整取等储蓄方式的区别。定期定额
投资是引导投资人进行长期投资、平均投资成本的一种简单易行的投资方式。但
是定投并不能规避基金投资所固有的风险，不能保证投资人获得收益，也不是替
代储蓄的等效理财方式。
特此公告
南方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1月14日

本次分红方案（单位：元/10份基金份额）

1.3500

有关年度分红次数的说明

本次分红为2020年度的第1次分红

注：《南方积极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约定：本基金每年收益
分配次数最多为4 次， 年度收益分配比例不低于基金年度已实现收益的50%。
2020年度已实现收益142,230,518.04元， 按照基金合同约定的分红比例计算的应
分配金额为71,115,259.02元。
2. 与分红相关的其他信息
权益登记日

2021年1月18日

除息日

2021年1月19日(场内)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21年1月20日

2021年1月18日(场外)

分红对象

权益登记日在本基金注册登记机构登记在册的本基金全体基金份额持有人。

红利再投资相关事项的说明

选择红利再投资方式的投资者将以2021年1月18日的基金份额净值为计算基准确定再
投资份额， 本基金注册登记机构将于2021年1月19日对红利再投资的基金份额进行确
认并通知各销售机构, 本次红利再投资所得份额的持有期限自红利发放日开始计算。
2021年1月20日起，投资者可以通过销售机构查询红利再投资的份额。

税收相关事项的说明

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的相关规定,基金向投资者分配的基金收益,暂免征收所得
税。

费用相关事项的说明

本基金本次分红免收分红手续费。选择红利再投资方式的投资者其红利所转换的基金
份额免收申购费用。

注：3. 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1)、权益登记日当天买入的基金份额享有本次分红权益，权益登记日当天卖
出的基金份额不享有本次分红权益。
2)、本基金默认的分红方式为现金分红。托管于证券登记结算系统（即场内）
的基金份额只能是现金分红方式。托管于注册登记系统（即场外）的基金份额可
为现金分红方式或红利再投资方式。 场外基金的投资者可以在交易时间内到销
售网点修改分红方式，本次分红确认的方式将按照投资者在权益登记日之前（不
含权益登记日）最后一次选择的分红方式为准。投资者可通过本公司客户服务中
心确认分红方式是否正确，如不正确或希望修改分红方式的投资者，请务必在规
定时间前到销售网点办理变更手续。
3)、权益分派期间（2021年1月14日至2021年1月18日）暂停跨系统转托管业
务。
4)、投资者可访问本公司网站(www.nffund.com)或拨打全国免长途费的客户
服务电话（400－889－8899）咨询相关情况。
南方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1月14日
行公告。
（3）敬请投资者关注本基金相关公告和交易确认情况。如有疑问，请拨打本
公司客户服务热线：95105828 或020-83936999，或登录本公司网站www.gffunds.
com.cn获取相关信息。
特此公告。
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1年1月14日

广发安泽短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分红公告

1、公告基本信息

公告送出日期：2021年1月14日

基金名称

广发道琼斯美国石油开发与生产指数证券投资基金（QDII-LOF）

基金简称（场内）

广发石油

基金简称（场外）

广发道琼斯石油指数（QDII-LOF）

基金主代码

162719

基金管理人名称

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1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广发安泽短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广发安泽短债

基金主代码

002864

基金合同生效日

2018年10月30日

《广发道琼斯美国石油开发与生产指数证券投资基金（QDII-LOF）基金合同》
《广发道琼斯美国石油开发与生产指数证券投资基金（QDII-LOF）招募说明书》

基金管理人名称

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暂停申购起始日

2021年1月18日

基金托管人名称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暂停定期定额和不定额投资起始日

2021年1月18日

公告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 及其配套法规、《广发安泽
短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广发安泽短债债券型证
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

暂停相关业务的起始日及原 暂停转换转入起始日
因说明
暂停赎回起始日

2021年1月18日
收益分配基准日

2020年12月31日

暂停转换转出起始日

2021年1月18日

有关年度分红次数的说明

本次分红为2020年度的第4次分红

暂停相关业务的原因说明

非美国证券交易所交易日

下属分级基金的基金简称

广发安泽短债A

广发安泽短债C

下属分级基金的交易代码

002864

002865

基准日下属分级基金 份额净值
1.0673
（单位：元）

1.0621

2021年1月18日

下属分级基金的基金简称

广发道琼斯石油指数人民 广 发 道 琼 斯 石 油 指 数 广发道琼斯 石油指数 人 广 发 道 琼 斯 石 油 指 数
币（QDII-LOF）A
民币（QDII）C
美元（QDII）A
美元（QDII）C

下属分级基金的交易代码

162719

006679

该分级基金是否暂停 申购
（含转换转入、定期定额和不
是
定 额投资）及赎回（含转换
转出）

是

004243

006680

是

是

2、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1）若境外主要市场节假日安排发生变化，本基金管理人将进行相应调整
并公告。
（2）本基金将从2021年1月19日起恢复正常申购（含转换转入、定期定额和
不定额投资）及赎回（含转换转出）业务，届时将不再另行公告。
（3）敬请投资者关注本基金相关公告和交易确认情况。如有疑问，请拨打本
公司客户服务热线：95105828或020-83936999， 或登录本公司网站www.gffunds.
com.cn获取相关信息。
特此公告。
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1年1月14日

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广发纳斯达克100交易型开放式
指数证券投资基金暂停申购与赎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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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发纳斯达克10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广发纳指100ETF

场内简称

纳指ETF

基金主代码

159941

基金管理人名称

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广发纳斯达克10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
《广发纳斯达克10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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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暂停申购、赎回的原因说明

非美国证券交易所交易日

2、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1）若境外主要市场节假日安排发生变化，本基金管理人将进行相应调整
并公告。
（2）本基金将从2021年1月19日起恢复正常申购、赎回业务，届时将不再另
会议召集人的资格均合法、有效，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
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本法律意见书一式两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
单位负责人：乔 佳 平
经办律师：郭 栋
张 瑜
2021年1月13日
证券代码：002771

证券简称：真视通

公告编码：2021-003

北京真视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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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股东大会无新增、变更、否决提案的情况。
2、 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1年1月13日（星期三）下午14:40。
（2）网络投票时间为：2021年1月13日。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系统进行
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1年1月13日9:15-9:25，9:30一11:30，13:00-15:00；通过
互联网投票系统的投票时间为2021年1月13日9:15-15:00。
2、会议召开地点：北京市朝阳区马甸裕民路12号中国国际科技会展中心B座
11层公司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董事长何小波先生
6、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
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公司
章程》等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总体情况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和通过网络投票出席会议的股东
人数共5人， 代表股份数量64,992,592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
30.98%。其中：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3人，代表股份数量64,967,492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比例为30.97%；
通过网络投票出席会议的股东2人，代表股份数量25,1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比例为0.01%。
2、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总体情况

基准日下属分级基金可供分配利
截止基准日下属分级基金的相
170,114,070.49
润（单位：元）
关指标
截止基准日按照基金合同约定的
分红比例计算的应分配金额 （单 17,011,407.05
位：元）
本次下属分级基金分红方案（单位：元/10份基金份额）

0.063

53,582,008.52
5,358,200.86
0.058

注：根据本基金合同规定，在符合有关基金分红条件的前提下，本基金收益
每季度最少分配一次，本基金每年收益分配次数最多为12次，每次收益分配比例
不得低于收益分配基准日可供分配利润的10%。
2 与分红相关的其他信息
权益登记日

2021年1月18日

除息日

2021年1月18日（场外）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21年1月20日

分红对象

权益登记日在本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基金份额的全体持有人

红利再投资相关事项的说明

选择红利再投资方式的投资者由红利转得的基金份额将以2021年1月18日的基金份额净
值为计算基准确定， 本公司对红利再投资所得的基金份额进行确认并通知各销售机构。
2021年1月20日起投资者可以查询、赎回。

税收相关事项的说明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基金向投资者分配的基金收益，暂免征收所得税。

费用相关事项的说明

本基金本次分红免收分红手续费。

3 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1、权益登记日申请申购的基金份额不享有本次分红权益，权益登记日申请
赎回的基金份额享有本次分红权益。
2、对于未选择具体分红方式的投资者，本基金默认的分红方式为现金方式。
3、投资者可以在基金开放日的交易时间内到销售网点修改分红方式，本次
分红确认的方式将按照投资者在权益登记日之前（不含2021年1月18日）最后一
次选择的分红方式为准。 请投资者到销售网点或通过本公司客户服务中心：
95105828（免长途话费）或020-83936999确认分红方式是否正确，如不正确或希
望修改分红方式的，请务必在规定时间前到销售网点办理变更手续。
4、建议基金份额持有人在修改分红方式后，在T+2日（申请修改分红方式之
日为T日）后（含T+2日）向销售网点或本公司确认分红方式的修改是否成功。
风险提示：本基金分红并不改变本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也不会因此降低基
金投资风险或提高基金投资收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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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请投资人注意
投资风险。投资者欲了解有关分红的情况，可到办理业务的当地销售网点查询，
也可以登录本公司网站 （www.gffunds.com.cn） 或拨打本公司客户服务电话：
95105828（免长途话费）或020-83936999咨询相关事宜。
特此公告。
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1年1月14日
出席现场会议的中小投资者及中小投资者的授权委托代表和通过网络投票
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共4人，代表股份数量15,366,196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比例为7.32%。其中：
出席现场会议的中小投资者2人，代表股份数量15,341,096股，占公司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7.31%；
通过网络投票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2人，代表股份数量25,100股，占公司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0.01%。
中小投资者，是指除以下股东之外的公司其他股东：公司实际控制人及其一
致行动人；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
人员。
3、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席或列席了现场会议。
4、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委派律师对本次会议进行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
见书。
二、 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经与会股东审议， 本次会议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审议
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关于公司与四川省营山县人民政府签署合作协议并设立产
业发展基金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
同意64,977,592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
99.98%；
反对15,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0.02%；
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0。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15,351,19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比例为99.90%；
反对15,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为0.10%；
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0。
三、 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会议由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郭栋律师、张瑜律师出席见证，并出具了
法律意见书。法律意见书认为，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
《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
定，出席会议人员及会议召集人的资格均合法、有效，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符合
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 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北京真视通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关于北京真视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第一
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北京真视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1月13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