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闻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之部分限售股上市流通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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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数量为44,581,091股

●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日期为2021年1月28日（周四）

一、本次限售股上市类型

本次限售股上市类型为非公开发行限售股。

（一）非公开发行限售股核准情况

2020年6月16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印发《关于核准闻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向合肥芯屏产业投

资基金（有限合伙）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证监许可〔2020〕1171号），核准闻泰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向交易对方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同时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

金不超过580,000万元。

（二）非公开发行限售股登记情况

2020年7月27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出具《证券变更登记证明》，公司办理完

毕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及募集配套资金所涉及的新增股份共计112,962,327股的登记申请， 公司总股本由1,

131,975,404股增加至1,244,937,731股。

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为募集配套资金之非公开发行限售股，共涉及55名股东，股份合计44,581,091

股。

（三）非公开发行限售股锁定期安排

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自发行结束之日起6个月内不得转让，将于2021年1月28日（周四）起上市流

通。

二、本次限售股形成后至今公司股本数量变化情况

本次限售股形成后至今公司股本数量未发生变化。

三、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的有关承诺

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承诺如下：

“自闻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票发行结束之日起6个月内，不转让本单位/本人所认

购的上述股份。

本单位/本人所认购的上述公司股份在锁定期届满后减持还将遵守《公司法》《证券法》《上海证券交

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上海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则以及《闻泰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四、中介机构核查意见

独立财务顾问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就公司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事项发表核查意见如下：

“1、闻泰科技本次部分限售股份解除限售、上市流通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

国证券法》《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上市公司并购重组财务顾问业务管理办法》《上海证券

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

2、闻泰科技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履行了相关承诺；

3、闻泰科技对本次部分限售股份解除限售、上市流通的相关信息披露真实、准确、完整。

综上所述，本独立财务顾问对闻泰科技本次部分限售股份解除限售、上市流通无异议。”

五、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情况

1、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数量为44,581,091股；

2、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日期为2021年1月28日（周四）；

3、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明细清单：

单位：股

序

号

股东名称

持有有限售

条件的流通

股股份数量

持有有限

售条件的

流通股股

份占公司

总股本比

例

本次上市数

量

剩余有限

售条件的

流通股股

份数量

1

汇安基金－华能信托·嘉月7号单一资金信托－汇安基金汇鑫41

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

6,687,163 0.5371% 6,687,163 0

2 枣庄铁济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4,704,073 0.3779% 4,704,073 0

3

汇安基金－华能信托·悦盈13号单一资金信托－汇安基金汇鑫

38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

4,611,837 0.3704% 4,611,837 0

4 葛卫东 3,843,197 0.3087% 3,843,197 0

5 JPMORGAN�CHASE�BANK,NATIONAL�ASSOCIATION 3,266,717 0.2624% 3,266,717 0

6

汇安基金－华能信托·嘉月3号单一资金信托－汇安基金汇鑫40

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

2,536,510 0.2037% 2,536,510 0

7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305,918 0.1852% 2,305,918 0

8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75,326 0.1667% 2,075,326 0

9

汇安基金－华能信托·悦盈15号单一资金信托－汇安基金汇鑫

39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

1,537,279 0.1235% 1,537,279 0

10 UBS�AG 1,498,847 0.1204% 1,498,847 0

11 嵊州市经济开发区投资有限公司 1,229,823 0.0988% 1,229,823 0

12 阳光资管－工商银行－阳光资产－定增优选1号资产管理产品 1,229,823 0.0988% 1,229,823 0

13 河南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1,229,823 0.0988% 1,229,823 0

14 湾区产融投资（广州）有限公司 1,229,823 0.0988% 1,229,823 0

15 瑞士信贷(香港)有限公司 1,229,823 0.0988% 1,229,823 0

16

上海高毅资产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高毅邻山1号远望基

金

1,083,807 0.0871% 1,083,807 0

17 全国社保基金一零二组合 768,639 0.0617% 768,639 0

18

财通基金－陕西粮农产业发展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财通基金玉泉玖富1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

612,990 0.0492% 612,990 0

19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招商3年封闭运作战略配售灵活配置

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LOF）

461,183 0.0370% 461,183 0

20 全国社保基金六零四组合 384,319 0.0309% 384,319 0

21

财通基金－华菱津杉（天津）产业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财通基金安吉99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

383,858 0.0308% 383,858 0

22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博时主题行业混合型证券投资基

金（LOF）

307,455 0.0247% 307,455 0

23

博时基金－建设银行－中国人寿－中国人寿保险（集团）公司

委托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定增组合

230,591 0.0185% 230,591 0

24 财通基金－宁波银行－四川璞信产融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153,497 0.0123% 153,497 0

25

财通基金－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财通基金中泰金融市场委

定增1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

115,142 0.0092% 115,142 0

26

财通基金－南方天辰景丞价值精选1期私募证券投资基金－财

通基金景丞1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

115,142 0.0092% 115,142 0

27 财通基金－王佳媚－财通基金玉泉玖富2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 114,373 0.0092% 114,373 0

28

博时基金－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博时基金凯旋1号单一资

产管理计划

92,236 0.0074% 92,236 0

29

招商基金－农业银行－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企业年金理

事会

61,491 0.0049% 61,491 0

30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有限公司企业年金计划－中国工商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

53,804 0.0043% 53,804 0

31

招商基金－国新投资有限公司－招商基金－国新1号单一资产

管理计划

38,431 0.0031% 38,431 0

32 招商康祥混合型养老金产品－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38,431 0.0031% 38,431 0

33 中国中信集团有限公司企业年金计划－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30,745 0.0025% 30,745 0

34

工银如意养老1号企业年金集合计划－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

23,059 0.0019% 23,059 0

35 云南省农村信用社企业年金计划－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3,059 0.0019% 23,059 0

36 招商康隆股票型养老金产品－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3,059 0.0019% 23,059 0

37

招商基金－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招商基金－增量1号单一

资产管理计划

23,059 0.0019% 23,059 0

38

财通基金－希瓦多策略1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财通基金希瓦

定增1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

23,059 0.0019% 23,059 0

39 财通基金－孙韬雄－财通基金玉泉963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 23,059 0.0019% 23,059 0

40 招商康富股票型养老金产品－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15,372 0.0012% 15,372 0

41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博时弘盈定期开放混合型证券投资基

金

15,372 0.0012% 15,372 0

42 财通基金－平安银行－郝慧 15,372 0.0012% 15,372 0

43

财通基金－银创鑫升10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财通基金银创增

润1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

15,372 0.0012% 15,372 0

44

财通基金－银创增盈1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财通基金银创增

润2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

15,372 0.0012% 15,372 0

45

中国联合网络通信集团有限公司企业年金计划－招商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

13,835 0.0011% 13,835 0

46

中国航空发动机集团有限公司企业年金计划－中国建设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11,529 0.0009% 11,529 0

47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企业年金计划－交通银行 11,529 0.0009% 11,529 0

48 财通基金－胡吉阳－财通基金言诺定增1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 11,529 0.0009% 11,529 0

49 金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企业年金计划－交通银行 9,223 0.0007% 9,223 0

50

中国储备粮管理集团有限公司企业年金计划－中国工商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7,686 0.0006% 7,686 0

51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招商安本增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

金

7,686 0.0006% 7,686 0

52

博时基金－建信理财“诚益” 定增主题固收类封闭式产品2020

年第2期－博时基金建信理财诚益定增2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

7,686 0.0006% 7,686 0

53

财通基金－乐瑞宏观配置4号基金－财通基金玉泉乐瑞4号单一

资产管理计划

7,686 0.0006% 7,686 0

54

财通基金－证大量化价值私募证券投资基金－财通基金证大定

增1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

7,686 0.0006% 7,686 0

55

财通基金－国盛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财通基金玉泉988号单一

资产管理计划

7,686 0.0006% 7,686 0

合计 44,581,091 3.5810% 44,581,091 0

六、股本变动结构表

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前后，公司股本结构变动情况如下表所示：

单位：股

本次上市前 变动数 本次上市后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份

1、国有法人持有股份 5,611,067 -5,611,067 0

2、其他境内法人持有股份 394,284,757 -29,131,440 365,153,317

3、境内自然人持有股份 19,345,330 -3,843,197 15,502,133

4、境外法人、自然人持有股份 5,995,387 -5,995,387 0

限售流通股合计 425,236,541 -44,581,091 380,655,450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份

A股 819,701,190 44,581,091 864,282,281

无限售流通股份合计 819,701,190 44,581,091 864,282,281

股份总额 1,244,937,731 0 1,244,937,731

特此公告。

闻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一月二十五日

平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平安惠涌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新增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为销售机构的公告

为更好地满足广大投资者的理财需求，根据平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与平安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平安银行” ）签署的代理销售补充协议，从2021年1月25日起，平安银行新增

代理销售本公司旗下的平安惠涌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现将相关事宜公告如下：

一、新增代销基金名称及代码

自2021年1月25日起，投资者可通过平安银行办理下列表中对应基金的开户、申购、赎回、定投和转换

等业务。

序号 基金代码 基金名称 定投业务 转换业务

是否参加费率

优惠

1 007954 平安惠涌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是 是 是

二、费率优惠

为了满足广大投资者的理财需求，本公司经与平安银行协商，此次新增代销的基金将自动参加平安银

行申购、定投、转换等业务费率优惠活动。有关费率优惠活动的具体费率折扣及活动起止时间如有变化，敬

请投资者留意平安银行的有关公告。

三、重要提示

1、基金转换是指基金份额持有人按照《基金合同》和基金管理人届时有效公告规定的条件，申请将其

持有基金管理人管理的、某一基金的基金份额转为基金管理人管理的、且由同一注册登记机构办理注册登

记的其他基金的基金份额的行为。基金转换业务规则与转换业务的收费计算公式参见本公司网站的《平安

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旗下开放式基金转换业务规则说明的公告》。

2、定投业务是基金申购业务的一种方式。投资者可以通过销售机构提交申请，约定每期扣款时间、扣

款金额及扣款方式， 由销售机构于每期约定扣款日在投资者指定资金账户内自动完成扣款及基金申购业

务。本基金的每期最低扣款金额详见招募说明书及相关公告，销售机构可根据需要设置等于或高于招募说

明书或相关公告要求的最低扣款金额，具体最低扣款金额以销售机构的规定为准。

投资者欲了解基金产品的详细情况，请仔细阅读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法律文件。

四、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了解或咨询相关情况

1、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95511

网址：bank.pingan.com

2、平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400-800-4800

网址：fund.pingan.com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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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销售机构根据法规要求对投资者

类别、风险承受能力和基金的风险等级进行划分，并提出适当性匹配意见。投资有风险，敬请投资者在投资

基金前认真阅读《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基金法律文件，了解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在了解产品情

况及听取销售机构适当性意见的基础上，根据自身的风险承受能力、投资期限和投资目标选择适合自己的

基金产品。敬请投资者在购买基金前认真考虑、谨慎决策。

特此公告。

平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1年1月25日

证券代码：603183� � � �证券简称：建研院 公告编号：2021-010

苏州市建筑科学研究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度业绩预增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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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公司业绩预计增加4,445万元到6,060万元，同比增加55%到75%。

2.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公司业绩预计增加4,305万元到5,920万元，同比增加或59%到81%。

一、本期业绩预告情况

（一）业绩预告期间

2020年1月1日至2020年12月31日。

（二）业绩预告情况

1.经财务部门初步测算，预计2020年年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增加

4,445万元到6,060万元，同比增加55%到75� %。

2.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增加4,305万元到5,920万元，

同比增加或59� %到81� %。

（三）本期业绩预告为公司根据经营情况的初步测算，未经注册会计师审计。

二、上年同期业绩情况

（一）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8,080.31万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

润：7,349.80万元

（二）每股收益：0.46元。

三、本期业绩预增的主要原因

（一）2020年一季度疫情结束后，各地政府陆续推出基建投资计划，基建市场火爆，公司获得的订单/

合同有一定幅度的增长。

（二）公司外延发展成果明显，2019年度收购的上海中测行工程检测咨询有限公司在2020年度全年并

表,其经营状况良好。

四、风险提示

公司不存在影响本次业绩预告内容准确性的重大不确定因素。

五、其他说明事项

以上预告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 具体准确的财务数据以公司正式披露的经审计后的2020年年报为

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苏州市建筑科学研究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1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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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嘉澳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立案调查进展暨风险提示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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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嘉澳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0年12月23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

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对公司的《调查通知书》（浙证调查字2020946号），因公司涉嫌信息披露违

法违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的有关规定，决定对公司立案调查。详见公司2020年12月24日披露

的《关于收到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通知书的公告》（编号：2020-082号）。

截至本公告发布日，公司经营情况正常。中国证监会的调查工作仍在进行过程中，尚未有结论性意见。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如公司因前述立案调查事项被中国证监会最终认定构

成信息披露重大违法违规行为， 公司股票将存在可能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或暂停上市或其他处理情形的

风险；如公司所涉及的立案调查事项最终未被中国证监会认定存在重大违法行为，公司股票将不会因此存

在可能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或暂停上市的风险。

公司将积极配合中国证监会的调查工作，并严格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

每月至少披露一次关于立案调查进展暨风险提示的公告。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上海证券报》、《中

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证券日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有关公司信息均以公

司在上述指定媒体披露信息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浙江嘉澳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1月25日

富国创业板两年定期开放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上市交易公告书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董事保证基金上市交易公告书所载资料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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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富国创业板两年定期开放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简称“富国创业板两年定期开放混合” ，场内简

称“创业富国” ，交易代码：161040）将于2021年1月28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上市交易公告书全文于

2021年1月25日在本公司网站（www.fullgoal.com.c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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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有疑问可拨打本公司客服电话（400-888-0688）咨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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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不保证本基金一定盈利，也

不保证最低收益。请充分了解本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审慎做出投资决定。

特此公告。

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1年1月25日

关于富国创业板两年定期开放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开通跨系统转托管业务

公告

为了保证基金份额持有人的利益，经本基金管理人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提出申请，富国

创业板两年定期开放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161040，场内简称：创业富国，以下简称“本基金” ）

将自2021年1月28日起开通办理跨系统转托管业务。

投资者自2021年1月28日起可以通过本基金的销售机构办理本基金份额跨系统转托管业务。跨系统转

托管的具体业务按照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的相关规定办理。

本基金系统内转托管业务的办理规则以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更新）和销售机构的相关规定为准。

如有疑问，投资者可以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

1、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站：www.fullgoal.com.cn。

2、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客户服务热线：95105686、4008880688（全国统一，均免长途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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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1年1月25日

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

调整旗下部分基金在代销机构的

最低申购金额的公告

为更好地向投资者提供服务，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决定自2021年1月25日

起，将本公司旗下富国高端制造行业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000513）、 富国美丽中国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002593）、富国创新科技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份额基金代码：002692）、富国

天惠精选成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LOF)（C类份额基金代码：003494）、富国沪港深业绩驱动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A类份额基金代码：005847）、富国沪深300增强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100038）、富国高新技

术产业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100060）在代销机构的单个账户单笔最低申购金额调整为人民币

1元。

上述基金在各代销机构设置的最低申购金额不得低于本公司设定的上述最低申购金额， 但可以等于

或高于该最低申购金额。投资者通过代销机构申购本基金的，须遵循代销机构所设定的最低申购金额的限

制，敬请投资者留意。

投资者可以登录本公司网站http://www.fullgoal.com.cn或拨打本公司客户服务电话400-888-0688（全

国统一，均免长途费）进行相关咨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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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投资者投资于本公司旗下基金前应认真阅读基金的基金合

同、更新的招募说明书。

本公告的解释权归本公司所有。

特此公告。

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1年1月25日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旗下部分开放式基金

增加中银证券为销售机构的公告

根据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与中银国际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

银证券” ）签署的基金销售服务协议，自2021年1月25日起，本公司增加中银证券为旗下部分开放式基金销

售机构并开通相关业务。

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适用基金及业务范围

投资者可通过中银证券办理列表中对应基金的相关业务，具体的业务流程、办理时间和办理方式以中

银证券的规定为准。

序号 基金代码 基金名称 申购赎回业务 定期定额投资 转换业务

1 005875 易方达中盘成长混合型基金 开通 开通 开通

2 008286 易方达研究精选股票型基金 开通 开通 开通

二、关于本公司在中银证券推出旗下部分开放式基金的定期定额投资业务

定期定额投资业务是指投资者可通过基金管理人指定的销售机构提交申请，约定每期扣款时间、扣款

金额，由指定的销售机构于每期约定扣款日在投资者指定资金账户内自动完成扣款，并提交基金申购申请

的一种长期投资方式，该业务相关规定如下：

1.除另有公告外，定期定额投资费率与日常申购费率相同。

2.定期定额投资每期扣款金额：上述基金的每期扣款金额不低于人民币1元。各销售机构可在此基础上

规定各自的最低扣款金额和交易级差。上述销售机构将按照与投资者申请时所约定的每期约定扣款日、扣

款金额扣款，并在与基金日常申购业务相同的受理时间内提交申请。若遇非基金开放日时，扣款是否顺延

以相关销售机构的具体规定为准。具体扣款方式以相关销售机构的相关业务规则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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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购份额确

认成功后直接计入投资者的基金账户，投资者可通过本公司或销售机构查询申请的确认情况，上述基金申

购具体确认时间及可查询时间以相关基金法律文件及公告通知为准。

4.当发生限制申购或暂停申购的情形时，除另有公告外，定期定额投资与日常申购按相同的原则确认。

5.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的其它具体办理程序请遵循中银证券的有关规定。

三、重要提示

1. 本公司所管理的尚未开通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的开放式基金及今后发行的开放式基金是否开通定期

定额投资业务将根据具体情况确定并另行公告。 若今后中银证券依据法律法规及基金相关法律文件对定

期定额投资起点金额进行调整，在不低于本公司对各基金设定的定期定额投资起点金额的前提下，以中银

证券最新规定为准。

2.基金转换是指基金份额持有人按照基金合同和基金管理人届时有效公告规定的条件，申请将其持有

基金管理人管理的、某一基金的基金份额转为基金管理人管理的、且由同一注册登记机构办理注册登记的

其他基金基金份额的行为。基金转换业务规则与转换费用请仔细阅读各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更

新）等法律文件及相关公告。

3.上述基金最新交易状态请关注本公司相关公告。

4.本公告的解释权归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所有。

四、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

1.中银证券

注册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银城中路200号中银大厦39层

办公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银城中路200号中银大厦39-40层

法定代表人：宁敏

联系人：王炜哲

客户服务电话：400-620-8888

传真：021-50372474

网址：www.bocichina.com

2.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400-881-8088

网址：www.efunds.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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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

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销售机构根据法规要求对投资者类别、风险承受能力和基金的风险等级进行划分，

并提出适当性匹配意见。投资者在投资基金前应认真阅读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更新）和基金产品资料

概要（更新）等基金法律文件，全面认识基金产品的风险收益特征，在了解产品情况及销售机构适当性意

见的基础上，根据自身的风险承受能力、投资期限和投资目标，对基金投资作出独立决策，选择合适的基金

产品。基金管理人提醒投资者基金投资的“买者自负”原则，在投资者作出投资决策后，基金运营状况与基

金净值变化引致的投资风险，由投资者自行负责。

特此公告。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1年1月25日

易方达财富快线货币市场基金

增加平安银行为销售机构的公告

根据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与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平安银

行” ）签署的基金销售服务协议，自2021年1月25日起，本公司增加平安银行为易方达财富快线货币市场基

金（以下简称“本基金” ）A类基金份额及B类基金份额销售机构并开通相关业务。

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适用基金及业务范围

投资者可通过平安银行办理本基金A类基金份额及B类基金份额的相关业务，具体的业务流程、办理

时间和办理方式以平安银行的规定为准。

序号 基金代码 基金名称 申购赎回业务 定期定额投资

转换

业务

1 000647 易方达财富快线货币市场基金A 开通 开通 开通

2 000648 易方达财富快线货币市场基金B 开通 不开通 开通

二、关于本公司在平安银行推出本基金A类基金份额的定期定额投资业务

定期定额投资业务是指投资者可通过基金管理人指定的销售机构提交申请，约定每期扣款时间、扣款

金额，由指定的销售机构于每期约定扣款日在投资者指定资金账户内自动完成扣款，并提交基金申购申请

的一种长期投资方式，该业务相关规定如下：

1.除另有公告外，定期定额投资费率与日常申购费率相同。

2.定期定额投资每期扣款金额：上述适用基金的每期扣款金额不低于人民币1元。各销售机构可在此基

础上规定各自的最低扣款金额和交易级差。 上述销售机构将按照与投资者申请时所约定的每期约定扣款

日、扣款金额扣款，并在与基金日常申购业务相同的受理时间内提交申请。若遇非基金开放日时，扣款是否

顺延以相关销售机构的具体规定为准。具体扣款方式以相关销售机构的相关业务规则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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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购份额确

认成功后直接计入投资者的基金账户，投资者可通过本公司或销售机构查询申请的确认情况，上述基金申

购具体确认时间及可查询时间以相关基金法律文件及公告通知为准。

4.当发生限制申购或暂停申购的情形时，除另有公告外，定期定额投资与日常申购按相同的原则确认。

5.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的其它具体办理程序请遵循平安银行的有关规定。

三、重要提示

1. 本公司所管理的尚未开通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的开放式基金及今后发行的开放式基金是否开通定期

定额投资业务将根据具体情况确定并另行公告。 若今后平安银行依据法律法规及基金相关法律文件对定

期定额投资起点金额进行调整，在不低于本公司对各基金设定的定期定额投资起点金额的前提下，以平安

银行最新规定为准。

2.基金转换是指基金份额持有人按照基金合同和基金管理人届时有效公告规定的条件，申请将其持有

基金管理人管理的、某一基金的基金份额转为基金管理人管理的、且由同一注册登记机构办理注册登记的

其他基金基金份额的行为。基金转换业务规则与转换费用请仔细阅读各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更

新）等法律文件及相关公告。

3.本基金最新交易状态请关注本公司相关公告。

4.本公告的解释权归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所有。

四、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

1.平安银行

注册地址：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区深南东路5047号

办公地址：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区深南东路5047号

法定代表人：谢永林

联系人：赵杨

联系电话：0755-22166574

客户服务电话：95511-3

传真：021-50979507

网址：bank.pingan.com

2.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400-881-8088

网址：www.efunds.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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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

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投资者购买货币市场基金并不等于将资金作为存款存放在银行或者存款类金融机

构。销售机构根据法规要求对投资者类别、风险承受能力和基金的风险等级进行划分，并提出适当性匹配

意见。投资者在投资基金前应认真阅读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更新）和基金产品资料概要（更新）等基金

法律文件，全面认识基金产品的风险收益特征，在了解产品情况及销售机构适当性意见的基础上，根据自

身的风险承受能力、投资期限和投资目标，对基金投资作出独立决策，选择合适的基金产品。基金管理人提

醒投资者基金投资的“买者自负” 原则，在投资者作出投资决策后，基金运营状况与基金净值变化引致的

投资风险，由投资者自行负责。

特此公告。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1年1月25日

易方达恒生中国企业交易型开放式

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C类人民币

基金份额增加国泰君安证券

为销售机构的公告

根据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与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

泰君安证券” ）签署的基金销售服务协议，自2021年1月25日起，本公司增加国泰君安证券为易方达恒生中

国企业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以下简称“本基金” ）C类人民币基金份额销售机构并

开通相关业务。

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适用基金及业务范围

投资者可通过国泰君安证券办理本基金C类人民币基金份额的相关业务，具体的业务流程、办理时间

和办理方式以国泰君安证券的规定为准。

基金代码 基金名称 申购赎回业务 定期定额投资 转换业务

005675

易方达恒生中国企业交易型开放式指数基金联接基金

C类人民币基金份额

开通 开通 不开通

二、关于本公司在国泰君安证券推出本基金C类人民币基金份额的定期定额投资业务

定期定额投资业务是指投资者可通过基金管理人指定的销售机构提交申请，约定每期扣款时间、扣款

金额，由指定的销售机构于每期约定扣款日在投资者指定资金账户内自动完成扣款，并提交基金申购申请

的一种长期投资方式，该业务相关规定如下：

1.除另有公告外，定期定额投资费率与日常申购费率相同。

2.定期定额投资每期扣款金额：上述基金的每期扣款金额不低于人民币1元。各销售机构可在此基础上

规定各自的最低扣款金额和交易级差。上述销售机构将按照与投资者申请时所约定的每期约定扣款日、扣

款金额扣款，并在与基金日常申购业务相同的受理时间内提交申请。若遇非基金开放日时，扣款是否顺延

以相关销售机构的具体规定为准。具体扣款方式以相关销售机构的相关业务规则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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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购份额确

认成功后直接计入投资者的基金账户，投资者可通过本公司或销售机构查询申请的确认情况，上述基金申

购具体确认时间及可查询时间以相关基金法律文件及公告通知为准。

4.当发生限制申购或暂停申购的情形时，除另有公告外，定期定额投资与日常申购按相同的原则确认。

5.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的其它具体办理程序请遵循国泰君安证券的有关规定。

三、重要提示

1. 本公司所管理的尚未开通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的开放式基金及今后发行的开放式基金是否开通定期

定额投资业务将根据具体情况确定并另行公告。 若今后国泰君安证券依据法律法规及基金相关法律文件

对定期定额投资起点金额进行调整，在不低于本公司对各基金设定的定期定额投资起点金额的前提下，以

国泰君安证券最新规定为准。

2.本基金最新交易状态请关注本公司相关公告。

3.本公告的解释权归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所有。

四、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

1.国泰君安证券

注册地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商城路618号

办公地址：上海市静安区南京西路768号国泰君安大厦

法定代表人：贺青

联系人：芮敏祺

客户服务电话：95521

传真：021-38670666

网址：www.gtja.com

2.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400-881-8088

网址：www.efunds.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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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

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销售机构根据法规要求对投资者类别、风险承受能力和基金的风险等级进行划分，

并提出适当性匹配意见。投资者在投资基金前应认真阅读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更新）和基金产品资料

概要（更新）等基金法律文件，全面认识基金产品的风险收益特征，在了解产品情况及销售机构适当性意

见的基础上，根据自身的风险承受能力、投资期限和投资目标，对基金投资作出独立决策，选择合适的基金

产品。基金管理人提醒投资者基金投资的“买者自负”原则，在投资者作出投资决策后，基金运营状况与基

金净值变化引致的投资风险，由投资者自行负责。

特此公告。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1年1月25日

易方达中盘成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增加销售机构的公告

根据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与21家销售机构签署的基金销售服务协议，自

2021年1月25日起， 本公司增加上述销售机构为易方达中盘成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以下简称 “本基

金” ）销售机构并开通相关业务。

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适用基金及业务范围

投资者可通过上述销售机构办理本基金的相关业务，具体的业务流程、办理时间和办理方式以上述销

售机构的规定为准。

基金代码 基金名称 申购赎回业务 定期定额投资 转换业务

005875 易方达中盘成长混合型基金 开通 开通 开通

二、关于本公司在上述销售机构推出本基金的定期定额投资业务

定期定额投资业务是指投资者可通过基金管理人指定的销售机构提交申请，约定每期扣款时间、扣款

金额，由指定的销售机构于每期约定扣款日在投资者指定资金账户内自动完成扣款，并提交基金申购申请

的一种长期投资方式，该业务相关规定如下：

1.除另有公告外，定期定额投资费率与日常申购费率相同。

2.定期定额投资每期扣款金额：上述基金的每期扣款金额不低于人民币1元。各销售机构可在此基础上

规定各自的最低扣款金额和交易级差。上述销售机构将按照与投资者申请时所约定的每期约定扣款日、扣

款金额扣款，并在与基金日常申购业务相同的受理时间内提交申请。若遇非基金开放日时，扣款是否顺延

以相关销售机构的具体规定为准。具体扣款方式以相关销售机构的相关业务规则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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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购份额确

认成功后直接计入投资者的基金账户，投资者可通过本公司或销售机构查询申请的确认情况，上述基金申

购具体确认时间及可查询时间以相关基金法律文件及公告通知为准。

4.当发生限制申购或暂停申购的情形时，除另有公告外，定期定额投资与日常申购按相同的原则确认。

5.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的其它具体办理程序请遵循相关销售机构的有关规定。

三、重要提示

1. 本公司所管理的尚未开通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的开放式基金及今后发行的开放式基金是否开通定期

定额投资业务将根据具体情况确定并另行公告。 若今后上述销售机构依据法律法规及基金相关法律文件

对定期定额投资起点金额进行调整，在不低于本公司对各基金设定的定期定额投资起点金额的前提下，以

相关销售机构最新规定为准。

2.基金转换是指基金份额持有人按照基金合同和基金管理人届时有效公告规定的条件，申请将其持有

基金管理人管理的、某一基金的基金份额转为基金管理人管理的、且由同一注册登记机构办理注册登记的

其他基金基金份额的行为。基金转换业务规则与转换费用请仔细阅读各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更

新）等法律文件及相关公告。

3.本基金最新交易状态请关注本公司相关公告。

4.本公告的解释权归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所有。

四、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

1.长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西安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高新四路13号1幢1单元10101室

办公地址：西安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高新四路13号朗臣大厦

法定代表人：赵永军

联系人：闫石

客户服务电话：400-05-96669；（029）96669

传真：029-88609566

网址：http://www.ccabchina.com/

2.东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广东省东莞市东城区鸿福东路2号

办公地址：广东省东莞市东城区鸿福东路2号东莞农商银行大厦

法定代表人：王耀球

联系人：钟燕珊

客户服务电话：0769-961122

网址：www.drcbank.com

3.华融湘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长沙市天心区芙蓉南路一段828号杰座大厦

办公地址：湖南省长沙市湘府东路二段208号万境财智中心南栋

法定代表人：黄卫忠

联系人：闾娇蓉

联系电话：0731-89828182

客户服务电话：0731-96599

传真：0731-89828806

网址：www.hrxjbank.com.cn

4.江苏江南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常州市和平中路413号

办公地址：常州市和平中路413号

法定代表人：陆向阳

联系人：李仙

电话：0519-80585939

客户服务电话：0519-96005

传真：0519-89995170

网址：http://www.jnbank.com.cn

5.龙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道里区友谊路436号

办公地址：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道里区友谊路436号

法定代表人：张建辉

联系人：闫勇

联系电话：0451-85706107

客户服务电话：400-645-8888

传真：0451-85706036

网址：http://www.lj-bank.com

6.广东南海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桂城街道南海大道北26号

办公地址：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桂城街道南海大道北26号农商银行大厦

法定代表人：李宜心

联系人：廖雪

电话：0757-86266566

客户服务电话：96138

传真：0757-86250627

网址：www.nanhaibank.com

7.南洋商业银行（中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世纪大道800号三层、六层至九层（不含六层A座）

办公地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世纪大道800号三层、六层至九层（不含六层A座）

法定代表人：孙建东

联系人：施艳

联系电话：021-38566625

客户服务电话：8008207898（内地固话用户）、4008207898（内地手机用户）、（86551）64360499（港澳

台及境外）

传真：021-38566400

网址：http://www.ncbchina.cn/cn/index.html

8.齐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淄博市张店区中心路105号

办公地址：山东省淄博市张店区金晶大道105号

法定代表人：李大鹏

联系人：焦浦

联系电话：0533-2178888-9907

客户服务电话：400-86-96588

传真：0533-2180303

网址：www.qsbank.cc

9.泉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泉州市丰泽区泉泰路266号

办公地址：泉州市丰泽区泉泰路266号

法定代表人：傅子能

联系人：董培姗

联系电话：0595-22551071

客户服务电话：400-88-96312

传真：0595-22578871

网址：http://www.qzccbank.com

10.上海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上海市黄浦区中山东二路70号

办公地址：上海市黄浦区中山东二路70号上海农商银行大厦

法定代表人：徐力

联系人：童彤

联系电话：021-61899999

客户服务电话：021-962999、4006962999

网址：www.srcb.com

11.乌鲁木齐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新疆乌鲁木齐市水磨沟区会展大道599号新疆财富中心A座4层至31层

办公地址：新疆乌鲁木齐市水磨沟区会展大道599号新疆财富中心A座4层至31层

法定代表人：任思宇

联系人：王小培、王云

联系电话：0991-4500319

客户服务电话：0991-96518

传真：0991-8824667

网址：www.uccb.com.cn

12.长城国瑞证券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厦门市思明区莲前西路2号莲富大厦17楼

办公地址：厦门市思明区深田路46号深田国际大厦20楼

法定代表人：王勇

联系人：布前

联系电话：010-68085775

客户服务电话：400-0099-886

传真：0592-2079602

网址：www.gwgsc.com

13.大同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山西省大同市城区迎宾街15号桐城中央21层

办公地址：山西省太原市小店区长治路111号山西世贸中心A座F12、F13

法定代表人：董祥

联系人：薛津

联系电话：0351-4130322

客户服务电话：4007121212

传真：0351-7219891

网址：www.dtsbc.com.cn

14.第一创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深圳市福田区福华一路115号投行大厦20楼

办公地址：深圳市福田区福华一路115号投行大厦20楼

法定代表人：刘学民

联系人：单晶

联系电话：0755-23838750

客户服务电话：95358

网址：www.firstcapital.com.cn

15.国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江苏省无锡市太湖新城金融一街8号

办公地址：江苏省无锡市太湖新城金融一街8号国联金融大厦

法定代表人：姚志勇

联系人：祁昊

联系电话：0510-82831662

客户服务电话：95570

传真：0510-82830162

网址：www.glsc.com.cn

16.华宝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世纪大道100号57层

办公地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世纪大道100号57层

法定代表人：刘加海

联系人：刘闻川

联系电话：021-20515385

客户服务电话：400-820-9898

传真：021-20515593

网址：www.cnhbstock.com

17.华福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福建省福州市鼓楼区鼓屏路27号1#楼3层、4层、5层

办公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陆家嘴环路1088号招行上海大厦18层、19层、29层

法定代表人：黄金琳

联系人：王虹

联系电话：021-20655183

客户服务电话：95547

传真：021-20655196

网址：www.hfzq.com.cn

18.山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太原市府西街69号山西国际贸易中心东塔楼

办公地址：太原市府西街69号山西国际贸易中心东塔楼

法定代表人：王怡里

联系人：谢武兵

联系电话：0351-8686721

客户服务电话：95573或400-666-1618

传真：0351-8686619

网址：www.i618.com.cn

19.上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上海市黄浦区四川中路213号7楼

办公地址：上海市四川中路213号久事商务大厦7楼

法定代表人：李俊杰

联系人：邵珍珍

联系电话：021-53686888

客户服务电话：4008-918-918

传真：021-53686100-7008，021-53686200-7008

网址：https://www.shzq.com/

20.中山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深圳市南山区粤海街道蔚蓝海岸社区创业路1777号海信南方大厦21、22层

办公地址：深圳市南山区创业路1777号海信南方大厦21、22层

法定代表人：吴小静

联系人：罗艺琳

联系电话：0755-82943755

传真：0755-82960582

客户服务电话：95329

网址：www.zszq.com

21.海通期货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世纪大道1589号17楼，6楼01、03、

04单元，25楼，2楼05、03单元

办公地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世纪大道1589号17楼，6楼01、03、

04单元，25楼，2楼05、03单元

法定代表人：吴红松

联系人：王曦语

联系电话：021-38917316

客户服务电话：400-820-9133

网址：https://www.htfutures.com/

22.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400-881-8088

网址：www.efunds.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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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

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销售机构根据法规要求对投资者类别、风险承受能力和基金的风险等级进行划分，

并提出适当性匹配意见。投资者在投资基金前应认真阅读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更新）和基金产品资料

概要（更新）等基金法律文件，全面认识基金产品的风险收益特征，在了解产品情况及销售机构适当性意

见的基础上，根据自身的风险承受能力、投资期限和投资目标，对基金投资作出独立决策，选择合适的基金

产品。基金管理人提醒投资者基金投资的“买者自负”原则，在投资者作出投资决策后，基金运营状况与基

金净值变化引致的投资风险，由投资者自行负责。

特此公告。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1年1月25日

易方达科创板两年定期开放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上市交易公告书

提示性公告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董事会及董事保证基金上市交易公告书所载资料不

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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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易方达科创板两年定期开放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将于2021年1月28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上市交

易公告书全文于2021年1月25日在本公司网站（http://www.efunds.com.c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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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有疑问可拨打本公司客服电话（4008818088）咨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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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不保证本基金一定盈利，也

不保证最低收益。请充分了解本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审慎做出投资决定。

特此公告。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1年1月25日

易方达科创板两年定期开放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开通跨系统转托管业务的

公告

易方达科创板两年定期开放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本基金” ，基金代码：506002，场内简称：

易基科创，扩位简称：易方达科创板）基金合同已于2020年7月28日正式生效。根据《易方达科创板两年定

期开放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的约定，经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向上海

证券交易所、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申请，本公司决定自2021年1月28日起开通本基金的跨系统

转托管业务。本基金跨系统转托管的具体业务按照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的相关规定办理。

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400-881-8088

网址：www.efunds.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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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

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销售机构根据法规要求对投资者类别、风险承受能力和基金的风险等级进行划分，

并提出适当性匹配意见。投资者在投资基金前应认真阅读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更新）和基金产品资料

概要（更新）等基金法律文件，全面认识基金产品的风险收益特征，在了解产品情况及销售机构适当性意

见的基础上，根据自身的风险承受能力、投资期限和投资目标，对基金投资作出独立决策，选择合适的基金

产品。基金管理人提醒投资者基金投资的“买者自负”原则，在投资者作出投资决策后，基金运营状况与基

金净值变化引致的投资风险，由投资者自行负责。

特此公告。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1年1月25日

易方达创新未来18个月封闭运作

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溢价风险提示及

临时停牌公告

近期，易方达创新未来18个月封闭运作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501203，场内简称：易基未来，

扩位简称：易方达创新未来，以下简称“本基金” ）二级市场交易价格出现较大幅度的溢价，请投资者密切

关注基金份额净值。2021年1月21日，本基金在二级市场的收盘价为1.319元，相对于当日1.2106元的基金份

额净值，溢价幅度达到8.95%。截至2021年1月22日，本基金在二级市场的收盘价为1.451元，明显高于基金份

额净值，投资者如果盲目投资于高溢价率的基金份额，可能遭受重大损失。敬请投资者关注本基金二级市

场交易价格波动风险及折溢价风险， 投资者可通过基金管理人网站或交易行情系统查询本基金的最新份

额净值。

为保护投资者利益，本基金将于2021年1月25日9：30至10：30临时停牌，自2021年1月25日10：30�复牌。

为此，本基金管理人声明如下：

1、投资者自2021年1月21日起可以通过本基金的销售机构办理本基金份额跨系统转托管业务，跨系统

转托管的具体业务按照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的相关规定办理。投资者T日申请办理跨系统转托

管业务，将于T+1工作日确认，可于T+2工作日在二级市场卖出。

2、截至目前，本基金运作正常。本基金管理人仍将严格按照法律法规及基金合同的相关规定进行投资

运作。

3、截至目前，本基金无其他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本基金管理人仍将严格按照有关规定和要

求，及时做好信息披露工作。

4、本基金二级市场的交易价格，除了有基金份额净值波动的风险外，还会受到市场供求关系、系统性

风险、流动性风险等其他因素的影响，可能使投资人面临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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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

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销售机构根据法规要求对投资者类别、风险承受能力和基金的风险等级进行划分，

并提出适当性匹配意见。投资者在投资基金前应认真阅读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更新）和基金产品资料

概要（更新）等基金法律文件，全面认识基金产品的风险收益特征，在了解产品情况及销售机构适当性意

见的基础上，根据自身的风险承受能力、投资期限和投资目标，对基金投资作出独立决策，选择合适的基金

产品。基金管理人提醒投资者基金投资的“买者自负”原则，在投资者作出投资决策后，基金运营状况与基

金净值变化引致的投资风险，由投资者自行负责。

特此公告。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1年1月25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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