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 1 月 16 日

星期六

关于浦银安盛安远回报一年持有期
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在部分代销机构和
电子直销平台参加费率优惠活动的公告
经浦银安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本公司”）与深圳市新兰德证券投资
咨询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新兰德”）、上海挖财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挖财基
金”）、民商基金销售（
上海）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民商基金”）、诺亚正行基金销售有
以下简称“
诺亚正行”）、深圳众禄基金销售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众禄基
限公司（
金”）、上海天天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天天基金”）、上海好买基金销售有限
以下简称“
好买基金”）、蚂蚁（
杭州）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蚂蚁基
公司（
金”）、上海长量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长量基金”）、浙江同花顺基金销售有
以下简称“
同花顺基金”）、北京展恒基金销售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展恒
限公司（
基金”）、上海利得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利得基金”）、嘉实财富管理有限公
以下简称“
嘉实财富”）、乾道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乾道基金”）、南京苏
司（
宁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苏宁基金”）、通华财富（
上海）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通华财富”）、北京汇成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汇成基金”）、北京
晟视天下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晟视天下”）、一路财富（
北京）基金销售股份
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一路财富”）、上海万得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万得基
金”）、上海汇付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汇付基金”）、上海基煜基金销售有限
以下简称“
基煜基金”）、上海陆金所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陆金所”）、
公司（
珠海盈米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盈米基金”）、和耕传承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和耕传承”）、奕丰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奕丰基金”）、中证金牛
（
北京）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中证金牛”）、京东肯特瑞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京东肯特瑞”）、北京蛋卷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蛋卷基金”）、万
家财富基金销售（
天津）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万家财富”）协商一致，本公司旗下浦银
安盛安远回报一年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Ａ类：００９０２７ Ｃ类：００９０２８，以下简
称“
本基金”）从２０２１年１月１８日参加上述代销机构的费率优惠活动。 同时，本基金从
２０２１年１月 １８日起在本公司电子直销平台开通申购费率优惠活动。
具体事项公告如下：
一、申购费率优惠
１、优惠活动开展时间
本次优惠活动自２０２１年１月１８日起。
２、优惠活动方案
（
１）投资者通过新兰德、挖财基金、民商基金、诺亚正行、众禄基金、天天基金、好
买基金、蚂蚁基金、长量基金、同花顺基金、展恒基金、利得基金、嘉实财富、乾道基
金、苏宁基金、通华财富、汇成基金、晟视天下、一路财富、万得基金、基煜基金、盈米
基金、和耕传承、奕丰基金、中证金牛、京东肯特瑞、蛋卷基金、万家财富申购本基金，
具体折扣费率以各自代销机构官方网站页面公示为准；原费率为固定费用的不再优
惠。
投资者通过汇付基金申购本基金，申购费率最低４折起；投资者通过陆金所申购
本基金，申购费费率最低１折起；原费率为固定费用的不再优惠。
（
２）通过基金管理人电子直销平台办理本基金申购业务时，各银行卡的申购费
率优惠不同，优惠后的申购费率不低于０．６％，原申购费率等于或低于０．６％的按原费
率执行。 具体优惠费率详见本公司官方网站“
交易费率”。
３、重要提示
基金合同》和《
招募说明书》等相关法律文件及本公司
（
１）本基金原费率请详见《
发布的最新业务公告。
（
２）本优惠活动仅适用于申购费，不包括基金转换、赎回业务等其他业务的基金
手续费。
（
３）本次优惠活动的解释权归上述销售机构，优惠活动期间，业务办理的相关规
则及流程以上述代销机构的安排和规定为准。
二、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
机构名称

网址

客服热线

深圳市新兰德证券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８．ｊｒｊ．ｃｏｍ．ｃｎ

４００－１１６－１１８８
０２１－５０８１０６７３

上海挖财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ｗｗｗ．ｗａｃａｉｊｉｊｉｎ．ｃｏｍ

民商基金销售（
上海）有限公司

ｗｗｗ．ｍｓｆｔｅｃ．ｃｏｍ

０２１－５０２０６００３

诺亚正行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ｗｗｗ．ｎｏａｈ－ｆｕｎｄ．ｃｏｍ

４００－８２１－５３９９

深圳众禄基金销售股份有限公司

ｗｗｗ．ｚｌｆｕｎｄ．ｃｎ ；ｗｗｗ．ｊｊｍｍｗ．ｃｏｍ

４００６－７８８－８８７

上海天天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ｗｗｗ．１２３４５６７．ｃｏｍ．ｃｎ

９５０２１

上海好买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ｗｗｗ．ｅｈｏｗｂｕｙ．ｃｏｍ

４００－７００－９６６５

蚂蚁（
杭州）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ｗｗｗ．ｆｕｎｄ１２３．ｃｎ

４０００－７６６－１２３

上海长量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ｗｗｗ．ｅｒｉｃｈｆｕｎｄ．ｃｏｍ

４００－８２０－２８９９

浙江同花顺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ｗｗｗ．５ｉｆｕｎｄ．ｃｏｍ

４００８－７７３－７７２

北京展恒基金销售股份有限公司

ｗｗｗ．ｍｙｆｕｎｄ．ｃｏｍ

４００－８１８－８０００

上海利得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ｗｗｗ．ｌｅａｄｆｕｎｄ．ｃｏｍ．ｃｎ

９５７３３

嘉实财富管理有限公司

ｗｗｗ．ｈａｒｖｅｓｔｗｍ．ｃｎ

４００－０２１－８８５０
４００－０８８－８０８０

乾道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ｗｗｗ．ｑｉａｎｄａｏｊｒ．ｃｏｍ

南京苏宁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ｗｗｗ．ｓｎｊｉｊｉｎ．ｃｏｍ

９５１７７

通华财富（
上海）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ｗｗｗ．ｔｏｎｇｈｕａｆｕｎｄ．ｃｏｍ

９５１９３
４００－６１９－９０５９

北京汇成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ｗｗｗ．ｈｃｊｉｊｉｎ．ｃｏｍ

北京晟视天下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ｗｗｗ．ｓｈｅｎｇｓｈｉｖｉｅｗ．ｃｏｍ．ｃｎ

４００－８１８－８８６６

一路财富（
北京）基金销售股份有限公司

ｗｗｗ．ｙｉｌｕｃａｉｆｕ．ｃｏｍ

４００－００１－１５６６

上海万得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ｗｗｗ．５２０ｆｕｎｄ．ｃｏｍ．ｃｎ

４００－７９９－１８８８

上海汇付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ｗｗｗ．ｈｏｔｊｉｊｉｎ．ｃｏｍ

０２１－３４０１３９９９

上海基煜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ｗｗｗ．ｊｉｙｕｆｕｎｄ．ｃｏｍ．ｃｎ

４００－８２０－５３６９

上海陆金所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ｗｗｗ．ｌｕｆｕｎｄｓ．ｃｏｍ

４００－８２１－９０３１

珠海盈米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ｗｗｗ．ｙｉｎｇｍｉ．ｃｎ

０２０－８９６２９０６６

和耕传承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ｗｗｗ．ｈｇｃｃｐｂ．ｃｏｍ

４０００－５５５－６７１

奕丰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ｗｗｗ．ｉｆａｓｔｐｓ．ｃｏｍ．ｃｎ

４００－６８４－０５００

中证金牛（
北京）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ｗｗｗ．ｊｎｌｃ．ｃｏｍ

４００－８９０－９９９８

京东肯特瑞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ｋｅｎｔｅｒｕｉ．ｊｄ．ｃｏｍ

４００－０９８－８５１１

北京蛋卷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ｗｗｗ．ｄａｎｊｕａｎａｐｐ．ｃｏｍ

４００－１５９－９２８８

万家财富基金销售（
天津）有限公司

ｗｗｗ．ｗａｎｊｉａｗｅａｌｔｈ．ｃｏｍ

０１０－５９０１３８４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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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金合同》
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敬请投资者于投资前认真阅读本基金的《
和《
招募说明书》等法律文件，敬请投资者注意风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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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浦银安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２１年１月１６日
股票简称：浙大网新

证券代码：６００７９７

编号：２０２１－００３

浙大网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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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大网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九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于２０２１年１月１４日以通
讯表决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的通知于２０２１年１月１２日向全体监事发出。 应出席监事３
人，实际出席会议的监事３人。 本次监事会会议的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
公司法》及
《
公司章程》规定。 会议审议通过了以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补充审议２０１８年度关联交易的议案
议案表决情况：赞成３票、反对０票、弃权０票、回避０票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北京晓通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为公司参股公司，与公司在城
市业务领域有长期且紧密的的业务合作，公司对其提供临时资金周转支持的原因合
理，且期末余额为０元，不存在利益输送，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
益的情况。 监事会同意本次补充审议２０１８年度关联交易事项。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补充审议２０１９年度关联交易的议案
议案表决情况：赞成３票、反对０票、弃权０票、回避０票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北京晓通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为公司参股公司，与公司在城
市业务领域有长期且紧密的的业务合作，公司对其提供临时资金周转支持的原因合
理，且期末余额为０元，不存在利益输送，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
益的情况。 监事会同意本次补充审议２０１９年度关联交易事项。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前期会计差错更正及追溯调整的议案
议案表决情况：赞成３票、反对０票、弃权０票、回避０票
经核查，监事会认为：公司本次会计差错更正事项符合《
企业会计准则第２８号一
会计政策、 会计估计变更和差错更正》、《
企业会计准息披露编报规则第１９号一财务
信息的更正及相关披露》等相关规定和要求，审议和表决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及相关
制度的要求，调整后的财务数据能够客观公允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
金流量，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监事会同意本次会计差错更正及追溯
调整。
特此公告。
浙大网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〇二一年一月十五日
股票简称：浙大网新

证券代码：６００７９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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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２０２１－００2

浙大网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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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浙大网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于２０２１年１月１４日以
通讯表决方式召开。本次会议的通知于２０２１年１月１２日向全体董事发出。应收到表决
公司法》及
票１１张，实际收到表决票１１张。 本次董事会会议的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
《
公司章程》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
一） 审议通过了关于补充审议２０１８年度关联交易的议案
议案表决情况：赞成１１票、反对０票、弃权０票、回避０票
本议案无关联董事。
２０１８年度，公司向关联方北京晓通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提供资金发生额７，２３７．２０
万元，期末余额为０元。 同意公司补充审议上述２０１８年度关联交易。
（
二） 审议通过了关于补充审议２０１９年度关联交易的议案
议案表决情况：赞成１１票、反对０票、弃权０票、回避０票
本议案无关联董事。
２０１９年度，公司向关联方北京晓通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提供资金发生额４，２１６．９５
万元，期末余额为０元。 同意公司补充审议上述２０１９年度关联交易。
公司独立董事对上述两项议案发表独立意见认为：北京晓通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为公司参股公司，与公司在城市业务领域有长期且紧密的的业务合作，公司对其提
供临时资金周转支持的原因合理，且期末余额均为０元，未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
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本次补充审议２０１８年度、２０１９年度关联交易事项的审议
表决程序合法、有效，符合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具体内容详细披露于２０２１年１月１６日《
中国证券报》、《
上海证券报》、《
证券时报》
关于补充审议２０１８年度、２０１９年度关
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上的《
联交易的公告》。
（
三）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前期会计差错更正及追溯调整的议案
议案表决情况：赞成１１票、反对０票、弃权０票、回避０票
同意公司根据《
企业会计准则第２８号一一会计政策变更、会计估计变更和差错
更正》、《
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１９号一一财务信息的更正及相关
披露》等有关规定进行前期会计差错更正，并对公司２０１９年度及２０２０年半年度财务
报表数据进行追溯调整。
公司独立董事发表独立意见认为：本次会计差错更正事项符合《
企业会计准则
第２８号一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和差错更正》及《
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
报规则第１９号一一财务信息的更正及相关披露》等有关规定，更正后的财务报告能
够更加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和现金流量，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
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公司董事会关于本次会计差错更正事项的审
议和表决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
公司章程》等相关制度的规定。 我们同意本次会计
差错更正及追溯调整。
具体内容详细披露于２０２１年１月１６日《
中国证券报》、《
上海证券报》、《
证券时报》
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关于公司前期会计差错更正及追溯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上的《
调整的公告》，修订后的《
２０１９年年度报告》及《
２０２０年半年度报告》于同日披露于上
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
四） 审议通过了关于向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行申请综合授信及提
供担保的议案
议案表决情况：赞成１１票、反对０票、弃权０票、回避０票
同意公司向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行申请总金额为人民币３．７２亿元

浦银安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旗下部分基金在京东肯特瑞基金
销售有限公司开通基金定投及
参加其费率优惠活动的公告

基金名称

基金简称

基金代码

浦银安盛双债增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Ａ

浦银安盛双债增强债券Ａ

００６４６６

浦银安盛双债增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Ｃ

浦银安盛双债增强债券Ｃ

００６４６７

浦银安盛环保新能源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Ａ

浦银安盛环保新能源Ａ

００７１６３

浦银安盛环保新能源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Ｃ

浦银安盛环保新能源Ｃ

００７１６４

二、 转换业务的办理时间
本公司在开放日办理基金转换业务，具体办理时间为上海证券交易所、深圳证
券交易所正常交易日的交易时间（
本公司公告暂停申购、赎回时除外）。 由于本公司
根据浦银安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本公司”）与京东肯特瑞基金销售
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京东肯特瑞”）协商一致，本公司决定自２０２１年１月１８日起旗下 的系统及业务安排等原因，开放日的具体交易时间可能有所不同，以本公司的具体
部分基金在京东肯特瑞开通基金定期定额投资业务（
以下简称“
基金定投”），并参加 规定为准。
三、 开通转换业务渠道
京东肯特瑞的费率优惠活动。投资者可通过京东肯特瑞自助交易系统办理开户和基
本公司直销中心、网上直销。
金的申购、定投、赎回等相关业务。 具体的业务流程、办理时间和办理方式以京东肯
四、
转换业务的规则
特瑞的规定为准。
４．１ 转换的两只基金必须都是由同一销售机构销售、 同一基金管理人管理、并
一、基金定投业务
在同一注册登记机构处注册登记的基金。 投资者办理基金转换业务时，转出方的基
１． 参与基金：
金必须处于可赎回状态，转入方的基金必须处于可申购状态。
序号
基金代码
基金名称
４．２ 投资者可在基金开放日申请办理基金转换业务， 具体办理时间与基金申
浦银安盛先进制造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１
００７０６６
Ａ类）
购、赎回业务办理时间相同。 本公司公告暂停申购、赎回或转换时除外。
浦银安盛先进制造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２
００７０６７
Ｃ类）
４．３ 投资者提出的基金转换申请，在当日交易时间结束前可以撤销，交易时间
浦银安盛中证高股息精选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
３
００７４１０
Ａ类）
结束后不得撤销。
浦银安盛中证高股息精选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
４
００７４１１
Ｃ类）
４．４ 基金转换采取未知价法，即基金的转换价格以申请受理当日各转出、转入
浦银安盛安远回报一年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５
００９０２７
Ａ类）
基金的基金份额净值为基础进行计算。
先进先出”的原则，即份额注册日
浦银安盛安远回报一年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４．５ 基金转换以份额为单位进行申请，遵循“
６
００９０２８
Ｃ类）
期在前的先转换出，份额注册日期在后的后转换出。 基金转换申请转出的基金份额
浦银安盛价值精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７
００９３６８
Ａ类）
必须是可用份额。
浦银安盛价值精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８
００９３６９
Ｃ类）
４．６ 注册登记机构以收到有效转换申请的当天作为转换申请日（
Ｔ 日）。 正常情
浦银安盛睿和优选３个月持有期混合型基金中基金（
９
００９３７０
ＦＯＦ）（
Ａ类）
况下，转换基金成功的，注册登记机构将在 Ｔ＋１ 日对投资者 Ｔ 日的基金转换业务
浦银安盛睿和优选３个月持有期混合型基金中基金（
１０
００９３７１
ＦＯＦ）（
Ｃ类）
申请进行有效性确认，办理转出基金的权益扣除以及转入基金的权益登记，投资者
浦银安盛ＭＳＣＩ中国Ａ股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
１１
００９３７４
Ａ类）
可自 Ｔ＋２ 日起向销售机构查询基金转换的成交情况， 并有权转换或赎回转入部分
浦银安盛ＭＳＣＩ中国Ａ股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
１２
００９３７５
Ｃ类）
的基金份额。
浦银安盛稳健增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１３
００４１２６
ＬＯＦ）（
Ａ类）
招募说明书》最低持有份额的规定。 如投资者
４．７投资者申请基金转换须满足《
２． 基金定投指投资者通过京东肯特瑞提交申请， 约定固定扣款时间和扣款金 办理基金转出后该基金份额余额低于规定的最低余额，基金管理人有权为基金持有
额，由京东肯特瑞于固定约定扣款日在投资者指定资金账户内自动完成扣款和提交 人将该基金份额类别的余额部分强制赎回。
基金申购申请的一种投资方式。
４．８基金转换按照份额进行申请，单笔转换份额不得低于１００份，单笔转换申请
具体办理事宜以京东肯特瑞的业务规则及具体规定为准。
不受转入基金最低申购限额限制。
３． 重要提示：
该基金赎回申请总份额加上基金转换中转出申请总
４．９基金净赎回申请份额 （
１） 投资者可通过京东肯特瑞申请开办基金定投业务并约定每期固定的投资金 份额后扣除申购申请总份额及基金转换中转入申请总份额后的余额） 超过上一日基
额，每期扣款金额最低为１０元；
金总份额的一定比例时，为巨额赎回，各基金巨额赎回比例以《
招募说明书》为准。 当
２） 京东肯特瑞将按照与投资者申请时所约定的每期固定扣款日、 扣款金额扣 发生巨额赎回时，基金转出与基金赎回具有相同的优先级，基金管理人可根据基金资
款，投资者须指定一个有效资金账户作为每期固定扣款账户。若遇非基金交易日时， 产组合情况，决定全额转出或部分转出，并且对于基金转出和基金赎回，将采取相同
扣款是否顺延以京东肯特瑞的具体规定为准。具体扣款方式按京东肯特瑞的相关业 的比例确认；在转出申请得到部分确认的情况下，未确认的转出申请将不予以顺延。
务规则办理；
４．１０ 基金转换后，转入基金份额的持有时间将重新计算，即转入的基金份额的
３）基金的注册登记人按照基金申购申请日（
Ｔ日）的基金份额净值为基准计算申 持有期将自转入的基金份额被确认日起重新开始计算。
购份额，申购份额将在 Ｔ＋１工作日确认成功后直接计入投资者的基金账户，投资者 五、 基金转换费用及计算公式
可自 Ｔ＋２工作日起查询申购成交情况；
基金转换费用由转出基金的赎回费和基金转换的申购补差费两部分构成，具体
４）基金定投业务办理的具体时间、流程及变更和终止以京东肯特瑞受理网点的 收取情况视每次转换时不同基金的申购费率和赎回费率的差异情况而定。基金转换
安排和规定为准。
费用由基金持有人承担。
二、基金费率优惠活动
证券投资基金销
５．１ 转出基金赎回费用按转出基金的赎回费率收取，并按照《
１、参与费率优惠活动基金为所有本公司已在京东肯特瑞代销上线的基金，后续 售管理办法》的规定将部分赎回费计入转出基金的基金财产。转出基金的赎回金额、
上线基金的优惠活动以届时公告为准。
赎回费的处理按照相关基金招募说明书及本公司开放式基金业务规则中有关赎回
２、投资者通过京东肯特瑞进行基金申购及基金定投业务，均参加京东肯特瑞的 业务相关规则执行。
费率优惠活动，固定费率不打折，具体费率优惠活动细则以京东肯特瑞公告为准。
５．２申购费用补差按照转入基金与转出基金的申购费率的差额收取补差费，具
３、有关上述费率优惠活动的具体费率折扣及活动起止时间，敬请投资者留意京 体各基金的申购费率请参见各基金的招募说明书或登陆本公司网站 （
ｗｗｗ．ｐｙ－ａｘａ．
东肯特瑞的有关公告。
ｃｏｍ）查询相关费率公告。 当转出基金申购费率低于转入基金申购费率时，补差费率
三、重要提示
为转入基金和转出基金的申购费率差额；当转出基金申购费率高于转入基金申购费
１、 本公司有权根据市场情况或法律法规变化调整上述业务规则，并在正式调 率时，补差费用为０。
整前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基金合同的规定进行披露。
基金转换计算公式如下：
２、 本公告的解释权归本公司所有。
赎回费用＝转出基金份额×当日转出基金份额净值×赎回费率
四、咨询方式
转出金额＝转出基金份额×当日转出基金份额净值－赎回费用
投资者欲了解本公司管理基金的详细情况， 请仔细阅读相关基金的基金合同、
申购补差费率＝转入基金的申购费率－转出基金的申购费率（
如为负数则取０）
招募说明书等法律文件。 投资者也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
申购补差费用＝转出金额×申购补差费率／（
１＋申购补差费率）
１、京东肯特瑞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转换费用＝赎回费用＋申购补差费用
网址：ｋｅｎｔｅｒｕｉ．ｊｄ．ｃｏｍ；
转入金额＝转出基金份额×当日转出基金份额净值－转换费用
电话银行：４００－０９８－８５１１；
转入份额＝转入金额／当日转入基金份额净值
２、浦银安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转换费用由基金份额持有人承担，对于转出基金赎回业务收取赎回费的，基金
客服专线：０２１－３３０７９９９９ ４００８８２８９９９
转出时，归入基金资产部分按赎回费的处理方法计算。
网址：ｗｗｗ．ｐｙ－ａｘａ．ｃｏｍ
例如：某投资者投资在浦银安盛电子直销渠道持有浦银安盛双债增强债券型证
风险提示：
券投资基金Ｃ类。 该投资者将这１０，０００份浦银安盛双债增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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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类基金份额转换为浦银安盛港股通量化优选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假设转
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定期定额投资是引导投资人进行长期投资、平均投资 出基金的申购费率为０、赎回费率为０．１％，转入基金的申购费率为１．５％，转换日的基
成本的一种简单易行的投资方式。但是定期定额投资并不能规避基金投资所固有的 金份额净值分别为：浦银安盛双债增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Ｃ类为１．１０元、浦银安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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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者投资于本 港股通量化优选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为１．３０元。 该投资者可得的浦银安盛
公司管理的基金时应认真阅读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法律文件，并注意投 港股通量化优选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的基金份额为：
资风险并选择适合自己风险承受能力的投资品种进行投资。
赎回费用＝１０，０００×１．１０×０．１％＝１１．００
特此公告。
转出金额＝１０，０００×１．１０－１１＝１０，９８９．００
浦银安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申购补差费率＝１．５％－０＝１．５％
２０２１年１月１６日
申购补差费用＝１０，９８９．００×１．５％／（
１＋１．５％）＝１６２．４０
转换费用＝１１．００＋１６２．４０＝１７３．４０
转入金额＝１０，０００×１．１０－１７３．４０＝１０，８２６．６０
转入份额＝１０８２６．６０／１．３０＝８，３２８．１５
六、重要提示
６．１ 本公告解释权归本公司所有。 若增加新的业务办理机构，本公司将及时公
告，敬请投资者留意。投资者欲了解本公司旗下基金的详细情况，请仔细阅读本公司
旗下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 产品资料概要及其更新等相关法律文件；
为更好地满足广大投资者的理财需求，浦银安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６．２ 本公司有权根据市场情况或法律法规变化调整上述转换业务规则及有关
本公司” ）决定自 ２０２１ 年 １ 月 １８日起在直销渠道开通旗下部分基金的基金转换 限制，届时本公司将在调整生效前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上予以公告；
业务。基金转换业务是指投资者可将其通过销售渠道购买并持有本公司管理的某只
６．３ 本公司新发售基金的转换业务规定，以届时公告为准。
开放式基金的全部或部分基金份额转换为本公司管理的其他开放式基金的基金份
七、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情况
额。
浦银安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上海直销中心
一、 开通基金转换业务的范围
地址：中国上海市淮海中路３８１号中环广场３８楼
１．１ 本次在本公司直销渠道开通基金转换业务范围：
电话：（
０２１）２３２１２８９９
基金名称
基金简称
基金代码
传真：（
０２１）２３２１２８９０
客服电话：４００－８８２８－９９９；（
浦银安盛港股通量化优选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
０２１）３３０７９９９９
浦银安盛港股通量化混合
００５２５５
金
联系人：徐薇
网址：ｗｗｗ．ｐｙ－ａｘａ．ｃｏｍ
１．２ 本次在本公司直销渠道开通的基金转换业务的上述基金开通于与下述基
金之间的转换：
电子直销

浦银安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旗下部分基金在直销渠道
开通基金转换业务的公告

的综合授信，并将持有的浙江万里扬股份有限公司（
００２４３４．ＳＺ）不超过３，０００万股股
票为其中的２．４７亿元授信提供质押担保； 同时将位于杭州市天目山路２２６号中融大
厦９０１、１００１室及位于西湖区曙光路１５号２幢Ｃ１２０１－Ｃ１２１６室合计面积为２９６８．３３平方
米的办公楼为抵押物为其中的４，５００万元授信提供抵押担保，期限叁年。
（
五） 审议通过了关于向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西湖支行申请授信及提供
担保的议案
议案表决情况：赞成１１票、反对０票、弃权０票、回避０票
同意公司向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庆春路支行申请金额为人民币１．７亿元
所
的综合授信，并将位于杭州市江汉路１７８５号网新双城大厦４幢２１０１－２２０１层房产（
有权证号：杭房权证高新移字第１３５３４２９５号、１３５３４３０４号，建筑面积合计２９２６．９４平方
米；土地证号：杭滨国用（
２０１３）第００６８６３、００６８６０号，使用权面积合计１８６．６平方米）进
行抵押，为其中的５，０００万元授信提供抵押担保，期限叁年。
（
六） 审议通过了关于向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保俶支行申请综
合授信的议案
议案表决情况：赞成１１票、反对０票、弃权０票、回避０票
同意公司向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保俶支行申请敞口金额为１亿
元人民币的综合授信，期限一年。
（
七） 审议通过了关于向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九堡支行申请综合授信的
议案
议案表决情况：赞成１１票、反对０票、弃权０票、回避０票
同意公司向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九堡支行申请金额为人民币１亿元的综
合授信，担保方式为信用担保，期限一年。
特此公告。
浙大网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一月十五日
股票简称：浙大网新

证券代码：６００７９７

编号：２０２１－００4

浙大网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补充审议２０１８年度、
２０１９年度关联交易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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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补充审议２０１８年度、２０１９年度关联交易事项已经公司第九届第二十九
次会议审议通过，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一、关联交易概述
以下简称“
北京晓通”）提供资金
２０１８年度，公司向北京晓通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发生额７，２３７．２０万元，期末余额为０元。
２０１９年度，公司向北京晓通提供资金发生额４，２１６．９５万元，期末余额为０元。
公司副总裁兼财务总监谢飞先生在北京晓通担任董事职务，根据《
股票上市规
则》第１０．１．３条和１０．１．５条，北京晓通为公司关联法人。 上述交易构成了关联交易，不
构成《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２０１８年度、２０１９年度公司与北京晓通发生日常关联交易金额分别为４，５３５．０１万
元、４，５２２．０９万元，均已履行相应的审议、披露程序。 至本次补充审议的关联交易为
止，２０１８年度、２０１９年度公司与北京晓通发生的关联交易金额均未达到公司最近一
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５％以上，本次补充审议２０１８年度、２０１９年度关联交易事项无
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关联方介绍
（
一）关联方基本情况
１、公司名称：北京晓通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２、注册地：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甲１８号院１－４号楼５层Ａ座０５－５Ａ－５０１室
３、法定代表人：陈锐
４、注册资本：人民币２０，０００万元
不得面向全国招
５、主营业务：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计算机技术培训（
生）；计算机系统服务；软件开发；销售计算机、软件及辅助设备、通讯器材、机械电器
设备、电子元器件、五金交电、仪器仪表；生产、加工计算机软硬件；货物进出口；劳务
派遣（
劳务派遣经营许可证有效期至２０２２年１０月０９日）。
６、财务状况：
单位：万元
２０１９年１２月３１日
（
经审计）

经审计）
２０１８年１２月３１日（
资产总额

８１，９６９．０９

６６，２３０．４４

资产净额

２４，３２７．９０

２３，３０２．４６

负债总额

５７，５０４．５２
经审计）
２０１８年１月１日－１２月３１日（

营业收入
净利润

４２，７９８．４９
经审计）
２０１９年１月１日－１２月３１日（

１０７，３５０．２５

６８，２７７．７３

７６．５７

－１，４０１．７７

（
二）关联关系
公司持有北京晓通１９％的股权，公司副总裁兼财务总监谢飞先生在北京晓通担
任董事职务，根据《
股票上市规则》第１０．１．３条和１０．１．５条，北京晓通为公司关联法人。
三、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上述关联交易系公司为支持北京晓通日常运营中临时性的短期资金需求而发
生的交易。 ２０１８年度，为支持北京晓通日常运营，公司向北京晓通提供资金发生额７，
２３７．２０万元，期末余额为０元。 ２０１９年度，为支持北京晓通日常运营，公司向北京晓通
提供资金发生额４，２１６．９５万元，期末余额为０元。
上述关联交易均未收取利息。
四、关联交易的目的以及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北京晓通原为公司全资子公司，２０１５年公司通过转让部分股权实现思科产品分
销业务的剥离，目前公司仍持有１９％股权，且公司副总裁兼财务总监谢飞先生在其
担任董事职务。 由于双方在智能城市业务领域有长期且紧密的业务合作，为支持北
京晓通日常运营，公司给予临时资金周转支持。
上述资金往来均已分别于２０１８年度、２０１９年度收回，期末余额均为０元，不会对
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重大影响。

五、该关联交易应当履行的审议程序
２０２１年１月１４日， 公司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 以１１票赞成、０票反
关于补充审议２０１８年度关联交易的议案》、《
关于补
对、０票弃权、０ 回避审议通过了《
充审议２０１９年度关联交易的议案》，无关联董事。 本次补充审议２０１８年度、２０１９年度
关联交易的议案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独立董事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北京晓通为公司参股公司， 与公司在城市业务领域有长期且紧密的的业务合
作，公司对其提供临时资金周转支持的原因合理，且期末余额均为０元，未损害公司
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本次补充审议２０１８年度、２０１９年度关联交
易事项的审议表决程序合法、有效，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
公司章程》的规定。
特此公告。
浙大网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一月十五日
股票简称：浙大网新

证券代码：６００７９７

编号：２０２１－００5

浙大网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前期会计差错更正及追溯调整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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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计差错更正将对公司２０１９年年度报告、２０２０年半年度报告进行追溯
调整，相应调减２０１９年度营业收入和营业成本１３，２８７，６１０．６３元，调减２０２０年半年度
营业收入和营业成本４５，３４６，３１８．７０元，调减２０２０年半年度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
的现金和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５１，２４１，３４０．００元。
● 本次会计差错更正不会对公司资产总额、负债总额、净资产、净利润及经营
活动现金流量净额等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影响。
一、概述
关于
２０２０年１２月２３日，公司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浙江监管局出具的《
对浙大网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采取责令改正措施的决定》（
﹝２０２０﹞１０８号）， 认为公
司与子公司浙江浙大网新图灵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网新图灵”）及联营企
以下简称“
网新数码”）之间存在循环交易，但公司合并报
业浙江网新数码有限公司（
表层面未做抵消，导致２０１９年年报、２０２０年半年报的营业收入披露不准确。 具体内容
详见公司于２０２０年１２月２４日披露的《
关于收到浙江证监局行政监管措施决定书的公
公告编号：２０２０－０６６）。
告》（
公司于２０２１年１月１４日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 第九届监事会第十
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公司前期会计差错更正及追溯调整的议案》，公司根据
《
企业会计准则第２８号一一会计政策变更、会计估计变更和差错更正》、《
公开发行证
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１９号一一财务信息的更正及相关披露》 等有关规定，
将上述前期会计差错进行更正，并对公司２０１９年度及２０２０年半年度财务报表数据进
行追溯调整。
二、会计差错更正具体情况及更正原因
２０１９年度，公司因向联营企业网新数码采购网络设备与终端形成的营业成本金
额为１３，２８７，６１０．６３元， 公司控股子公司网新图灵因向网新数码提供的网络设备与
终端销售形成的营业收入金额为１３，２８７，６１０．６３元；２０２０年１－６月， 网新图灵因向网
新数码采购网络设备与终端销售形成的营业成本金额为４５，３４６，３１８．７０元， 公司因
向网新数码提供网络设备与终端销售形成的营业收入金额为４５，３４６，３１８．７０元。 尽
管公司与网新图灵及网新数码之间形成了交易，但在交易环节中网新数码并未在商
品的流转中提供附加价值，实质上构成了循环交易，公司在对上述循环交易进行会
计处理时，未将公司与网新图灵及网新数码之间存在的循环交易在合并报表层面进
行抵销。
根据《
企业会计准则一一基本准则》第十六条“
企业应当按照交易或者事项的经
济实质进行会计确认、计量和报告，不应仅以交易或者事项的法律形式为依据。 ”的
规定，公司应当将公司与子公司网新图灵及联营企业网新数码之间存在的循环交易
在合并报表层面予以抵销，故进行前期差错更正。
针对上述差错， 公司对２０１９年度、２０２０年半年度的合并财务报表数据进行了追
溯调整，抵销２０１９年营业收入和营业成本１３，２８７，６１０．６３元，抵销２０２０年半年度营业
收入和营业成本４５，３４６，３１８．７０元，抵销２０２０年半年度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
金及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５１，２４１，３４０．００元。
三、会计差错更正对公司的影响
依据《
企业会计准则》规定，公司对２０１９年度、２０２０年半年度财务报表进行了追
溯调整，追溯调整对财务报表相关科目的影响具体如下：
（
一） 本次会计差错更正对公司２０１９年度财务报表的影响
１、对合并利润表的影响
单位：元
报表项目

调整前金额

调整金额

调整后金额

营业收入

３，７６０，８１５，２５４．３２

－１３，２８７，６１０．６３

３，７４７，５２７，６４３．６９

营业成本

２，６６３，５７５，３１０．７７

－１３，２８７，６１０．６３

２，６５０，２８７，７００．１４

２、本次会计差错更正对２０１９年度的合并净利润、合并资产负债表项目以及合并
现金流量表项目均无影响。
（
二）本次会计差错更正对公司２０２０年半年度财务报表的影响
１、对合并利润表的影响
单位：元
报表项目

调整前金额

调整金额

调整后金额

营业收入

１，４７６，８４０，５０２．３９

－４５，３４６，３１８．７０

１，４３１，４９４，１８３．６９

营业成本

１，０７５，２４９，６３３．３２

－４５，３４６，３１８．７０

１，０２９，９０３，３１４．６２

２、对合并现金流量表的影响
单位：元
报表项目

调整前金额

调整金额

调整后金额

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
的现金

１，５６３，０２９，６４２．５１

－５１，２４１，３４０．００

１，５１１，７８８，３０２．５１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
的现金

１，１８２，０４９，１３０．１０

－５１，２４１，３４０．００

１，１３０，８０７，７９０．１０

３、本次会计差错更正对２０２０年半年度的合并净利润、合并资产负债表项目以及
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净额均无影响。

浦银安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电子直销平台
网站：ｗｗｗ．ｐｙ－ａｘａ．ｃｏｍ
微信服务号：浦银安盛微理财（
ＡＸＡＳＰＤＢ－Ｅ）
客户端：“
浦银安盛基金”ＡＰＰ
客服电话：４００－８８２８－９９９；（
０２１）３３０７９９９９
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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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金的过往业绩及其净值高低并不预示其未来业
绩表现。投资者投资基金前应认真阅读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产品资料概要等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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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浦银安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２１年１月１６日

浦银安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旗下部分基金在上海天天基金
销售有限公司开通基金定投及
参加其费率优惠活动的公告
根据浦银安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本公司”）与上海天天基金销售有
限公司（
以下简称“
天天基金”）协商一致，本公司决定自２０２１年１月１８日起旗下部分
基金在天天基金开通基金定期定额投资业务（
以下简称“
基金定投”），并参加天天基
金的费率优惠活动。 投资者可通过天天基金自助交易系统办理开户和基金的申购、
定投、赎回等相关业务。具体的业务流程、办理时间和办理方式以天天基金的规定为
准。
一、基金定投业务
１． 参与基金
序号

基金代码

基金名称

１

００３５３４

浦银安盛日日丰货币市场基金（
Ａ类）

２

００７０６４

浦银安盛上海清算所高等级优选短期融资券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Ａ类）

３

００７０６５

浦银安盛上海清算所高等级优选短期融资券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Ｃ类）

４

００７０６６

浦银安盛先进制造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Ａ类）

５

００７０６７

浦银安盛先进制造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Ｃ类）

６

００７４１０

浦银安盛中证高股息精选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
Ａ类）

７

００７４１１

浦银安盛中证高股息精选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
Ｃ类）

８

００９０２７

浦银安盛安远回报一年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Ａ类）

９

００９０２８

浦银安盛安远回报一年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Ｃ类）

１０

００９０４１

浦银安盛普天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Ａ类）

１１

００９０４２

浦银安盛普天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Ｃ类）

１２

００９３６８

浦银安盛价值精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Ａ类）

１３

００９３６９

浦银安盛价值精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Ｃ类）

１４

００９３７０

浦银安盛睿和优选３个月持有期混合型基金中基金（
ＦＯＦ）（
Ａ类）

１５

００９３７１

浦银安盛睿和优选３个月持有期混合型基金中基金（
ＦＯＦ）（
Ｃ类）

１６

００９３７４

浦银安盛ＭＳＣＩ中国Ａ股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
Ａ类）

１７

００９３７５

浦银安盛ＭＳＣＩ中国Ａ股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
Ｃ类）

２．基金定投指投资者通过天天基金提交申请，约定固定扣款时间和扣款金额，
由天天基金于固定约定扣款日在投资者指定资金账户内自动完成扣款和提交基金
申购申请的一种投资方式。
具体办理事宜以天天基金的业务规则及具体规定为准。
３． 重要提示：
１）投资者可通过天天基金申请开办基金定投业务并约定每期固定的投资金额，
每期扣款金额最低为１０元；
２）天天基金将按照与投资者申请时所约定的每期固定扣款日、扣款金额扣款，
投资者须指定一个有效资金账户作为每期固定扣款账户。 若遇非基金交易日时，扣
款是否顺延以天天基金的具体规定为准。具体扣款方式按天天基金的相关业务规则
办理；
３）基金的注册登记人按照基金申购申请日（
Ｔ日）的基金份额净值为基准计算申
购份额，申购份额将在 Ｔ＋１工作日确认成功后直接计入投资者的基金账户，投资者
可自 Ｔ＋２工作日起查询申购成交情况；
４）基金定投业务办理的具体时间、流程及变更和终止以天天基金受理网点的安
排和规定为准。
二、基金费率优惠活动
１、参与费率优惠活动基金为所有本公司已在天天基金代销上线的基金，后续上
线基金的优惠活动以届时公告为准。
２、投资者通过天天基金进行基金申购及基金定投业务，均参加天天基金的费率
优惠活动，固定费率不打折，具体费率优惠活动细则以天天基金公告为准。
３、有关上述费率优惠活动的具体费率折扣及活动起止时间，敬请投资者留意天
天基金的有关公告。
三、重要提示
１、 本公司有权根据市场情况或法律法规变化调整上述业务规则，并在正式调
整前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基金合同的规定进行披露。
２、 本公告的解释权归本公司所有。
四、咨询方式
投资者欲了解本公司管理基金的详细情况， 请仔细阅读相关基金的基金合同、
招募说明书等法律文件。 投资者也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
１、上海天天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网址：ｗｗｗ．１２３４５６７．ｃｏｍ．ｃｎ；
电话银行：９５０２１；
２、浦银安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服专线：０２１－３３０７９９９９ ４００８８２８９９９
网址：ｗｗｗ．ｐｙ－ａｘａ．ｃｏ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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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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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定期定额投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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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者投资于本
公司管理的基金时应认真阅读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法律文件，并注意投
资风险并选择适合自己风险承受能力的投资品种进行投资。
特此公告。
浦银安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２１年１月１６日
三、董事会关于会计差错更正的说明
本次公司会计差错更正事项符合《
企业会计准则第２８号一会计政策、会计估计
变更和差错更正》和《
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１９号一一财务信息
的更正及相关披露》等相关规定和要求，本次会计差错更正使公司财务报表能够更
加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和现金流量。董事会同意上述会计差错
更正及追溯调整事项，公司将在今后的工作中，进一步完善内控体系建设，加强内控
制度的执行，同时进一步强化财务管理工作，避免类似事件发生，切实维护公司全体
股东的利益。
四、独立董事关于会计差错更正的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发表独立意见认为：本次会计差错更正事项符合《
企业会计准则
第２８号一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和差错更正》及《
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
报规则第１９号一一财务信息的更正及相关披露》等有关规定，更正后的财务报告能
够更加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和现金流量，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
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公司董事会关于本次会计差错更正事项的审
议和表决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
公司章程》等相关制度的规定。 我们同意本次会计
差错更正及追溯调整。
五、监事会意见
经核查，监事会认为：公司本次会计差错更正事项符合《
企业会计准则第２８号一
会计政策、 会计估计变更和差错更正》、《
企业会计准息披露编报规则第１９号一财务
信息的更正及相关披露》等相关规定和要求，审议和表决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及相关
制度的要求，调整后的财务数据能够客观公允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
金流量，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监事会同意本次会计差错更正及追溯
调整。
六、会计师事务所的结论性意见
公司聘请的天健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就２０１９年年度报告会计差错更
正事项出具了专项说明，并发表专项意见认为：浙大网新公司对上述差错更正事项
的会计处理在所有重大方面符合《
企业会计准则第２８号一一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
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１９号一一
更和差错更正》和中国证监会《
财务信息的更正和相关披露》的规定。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关于浙大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的《
网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前期差错更正的专项说明》（
天健函〔
２０２１〕１５ 号）。
修订后的《
２０１９年年度报告》及《
２０２０年半年度报告》已于同日披露于上海证券
交易所网站（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公司董事会对因此给广大投资者造成的不便深感歉
意！
特此公告。
浙大网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一月十五日
股票简称：浙大网新

证券代码：６００７９７

编号：２０２１－００6

浙大网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
与关联方非经营性资金往来情况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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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于２０２０年１２月２４日披露了《
关于收到浙江证监局行政监管措施决定书的公
告》（
公告编号：２０２０－０６６），根据行政监管措施决定书要求，现将２０１８年至今公司与
关联方北京晓通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北京晓通”）非经营性资金往来的情
况公告如下：
一、公司与关联方非经营性资金往来情况
１、根据公司《
２０１８年度非经营性资金占用及其他关联资金往来情况的专项审计
说明》，２０１８年度公司与北京晓通资金往来发生额８，０９９．２０万元， 余额为０元。 经核
实，上述发生额中有８６２万元系公司向北京晓通支付的采购款通过其他应收款核算，
公司向北京晓通提供资金发生额７，２３７．２０万元，余额为０元。
２、根据公司《
２０１９年度非经营性资金占用及其他关联资金往来情况的专项审计
说明》，２０１９年度公司与北京晓通资金往来发生额为６，０１７．２０万元，余额为０元。 经核
实，上述发生额中有１，８００．２５万元为公司向北京晓通支付的采购款通过其他应收款
核算，公司向北京晓通提供资金发生额４，２１６．９５万元，余额为０元。
３、２０２０年度，公司向北京晓通提供资金发生额４００万元，余额为０元。
二、非经营性资金往来形成的原因
北京晓通原为公司全资子公司，２０１５年公司通过转让部分股权实现思科产品分
销业务的剥离，目前公司仍持有１９％股权，且公司财务总监兼副总裁谢飞先生在其
担任董事职务。 由于双方在智能城市业务领域有长期的业务合作，为支持北京晓通
日常运营，公司给予临时资金周转支持。
三、整改措施
针对上述非经营性资金往来事项，公司采取了以下措施进行整改：
股票上市规则》相
１、组织资金部、财务部、审计部、董事会办公室主要负责人对《
关内容进行学习，提高关于资金往来的合规意识。
资金管理规定》，加强对资金往来的内部管控，避免关联方违规占
２、修改公司《
用公司资金，建立资金往来日常汇报与定期检查的制度，由资金部、财务部、审计部
及董事会办公室配合，定期及不定期的检查日常资金往来，并履行相应的决策审批
及信息披露流程。
公司将引以为戒，严格按照浙江证监局的要求落实整改措施。 同时，公司及相关
人员将吸取教训，加强法律法规学习，进一步规范公司治理和提高内控管理水平，切
实加强公司的资金管控，建立健全财务会计及信息披露制度并严格执行，杜绝类似
事件再次发生。公司将认真汲取经验教训，进一步提高规范运作意识，强化内部治理
及信息披露管理，依法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四、相关风险提示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
中国证券报》、《
上海证券报》、《
证券时报》及上海证
券交易所网站（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有关公司的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
为准。公司将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及时做好信息披露工作，敬请广
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浙大网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一月十五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