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银华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银华富利精选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增加部分代销机构

并参加其费率优惠活动的公告

根据银华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与上海

好买基金销售有限公司、珠海盈米基金销售有限公司、南京苏宁基金

销售有限公司、北京蛋卷基金销售有限公司、宜信普泽（北京）基金销

售有限公司、和耕传承基金销售有限公司、浙江同花顺基金销售有限

公司、北京度小满基金销售有限公司签署的销售协议，经双方协商一

致，决定自2021年1月27日起，本公司旗下银华富利精选混合型证券投

资基金（基金代码：009542，以下简称“本基金” ）在上述代销机构开

通申购（含定期定额投资）、赎回及转换业务并参加其费率优惠活动。

具体内容如下：

一、本次开通申购（含定期定额投资）、赎回及转换业务并参加费

率优惠活动的机构

代销机构 网址 客服电话

开通费率优惠

申购

（含定期定额投资）

宜信普泽（北京）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www.yixinfund.com 400-6099-200 最低享有1折

和耕传承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www.hgccpb.com 400-0555-671 最低享有1折

上海好买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www.ehowbuy.com 400-700-9665 最低享有1折

珠海盈米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www.yingmi.cn 020-89629066 最低享有1折

北京蛋卷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www.danjuanapp.com 400-061-8518 最低享有1折

北京度小满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www.baiyingfund.com 95055-4 最低享有1折

南京苏宁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www.suning.com 95177 最低享有1折

浙江同花顺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www.ijijin.com.cn 4008-773-772 最低享有1折

二、费率优惠活动

1、优惠活动时间

自2021年1月27日起持续进行，结束时间另行公告。

2、适用投资者范围

本活动适用于依据有关法律法规和基金合同规定可以投资证券

投资基金，并通过上述机构申购（含定期定额投资）本基金的投资者。

3、费率优惠内容

活动期间，投资者通过上述代销机构发起本基金的申购或定期定

额申购业务时，享有申购或定期定额申购费率最低为“1折” 的优惠费

率，具体折扣费率以上述代销机构活动公告为准，优惠前申购费率为

固定费用的，则按照原费率执行，不再享有费率折扣。本基金费率标准

详见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更新）等法律文件，以及本公司发布的

最新业务公告。

4、本费率优惠活动内容的解释权归各参加活动代销机构，费率优

惠活动内容执行期间，业务办理的相关规则及流程请以各参加活动代

销机构的安排和规定为准。

三、重要提示：

1、以上排名不分先后。

2、此优惠活动仅限场外前端模式，优惠活动或业务规则如有变动,

请以各参加活动代销机构最新公告信息为准。

3、本基金最低定投起点金额为10元。如代销机构开展本基金的定

期定额投资业务在满足上述规定后如有不同的，投资者在代销机构办

理上述业务时，需同时遵循代销机构的相关业务规定。

4、 上述代销机构的各地代销网点及联系方式以各代销机构公告

为准。

5、本公告解释权归本公司所有。

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了解或咨询相关情况

1、 银华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客户服务电话：010-85186558、

400-678-3333

2、银华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网址：www.yhfun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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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请投资者留意投资

风险。

特此公告

银华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1月26日

银华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银华心怡灵活配置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增加开源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为代销机构的公告

根据银华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与开源

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开源证券” ）签署的代销协议，本公司

决定自2021年1月27日起， 增加开源证券为银华心怡灵活配置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本基金” ）的代销机构。现将有关事项公告

如下：

一、本次新增代销基金

编号 基金名称 基金代码 是否开通申购 是否开通赎回

是否开通定期定额

投资

是否开通转换业

务

1 银华心怡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05794 是 是 是 是

注：开源证券定期定额投资业务每期最低扣款金额1元，具体办理

细则详见开源证券网站。

二、投资者可以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

1.�开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西安市高新区锦业路1号都市之门B座5层

法定代表人 李刚

客服电话 400-860-8866 网址 www.kysec.cn

2.�银华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 400-678-3333、010-85186558

网址 www.yhfund.com.cn

三、重要提示

1、本公告的解释权归银华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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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请投资者留意投资

风险。

特此公告。

银华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1月26日

银华中短期政策性金融债

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分红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21年1月26日

1.�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银华中短期政策性金融债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银华中短期政策性金融债定期开放债券

基金主代码 006415

基金合同生效日 2018年10月19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银华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相关法律法规和 《银华中短期政策性金融债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

资基金基金合同》等的有关规定

收益分配基准日 2021年1月15日

截止收益分配基准日的相关指标

基准日基金份额净值（单位：人民币元） 1.0314

基准日基金可供分配利润（单位：人民币元） 87,399,549.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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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人民币元）

-

本次分红方案（单位：元/10份基金份额） 0.1000

有关年度分红次数的说明 本次分红为2021年第一次

注：《银华中短期政策性金融债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

金合同》未对银华中短期政策性金融债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每次基金收益分配金额占收益分配基准日基金可供分配利润的比例

做出规定。

2.�与分红相关的其他信息

权益登记日 2021年1月27日

除息日 2021年1月27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21年1月2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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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基金在封闭期内仅进行现金分红。

税收相关事项的说明

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的财税字[2002]128号《关于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有关税收问题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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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基金本次收益分配免收收益分配手续费。

注：基金收益分配时所发生的银行转账或其他手续费用由基金份

额持有人自行承担。 当基金份额持有人的现金红利小于一定金额，不

足以支付银行转账或其他手续费用时，基金登记机构可将该基金份额

持有人的现金红利转为基金份额。红利再投资的计算方法，依照登记

机构相关业务规则执行。

3.�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3.1红利发放办法

本基金在封闭期内仅进行现金分红，现金分红红利款将于2021年

1月28日自基金托管账户划出。

3.2提示

本基金此次分红处于封闭期内，本基金在封闭期内仅进行现金分

红。本基金基金份额持有人在此次分红前已经修改的分红方式不影响

本次分红。

3.3咨询途径

1) 银华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客户服务热线：010-85186558，

400-678-3333

2)银华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网站http://www.yhfund.com.cn

3)银华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直销网点及本基金各代销机构的相

关网点（详见本基金招募说明书及相关公告）。

特此公告。

银华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1月26日

股票代码：600231� � � �股票简称：凌钢股份 编号：临2021-003

转债代码：110070� � � �转债简称：凌钢转债

转股代码：190070� � � �转股简称：凌钢转股

凌源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持有“凌钢转债” 数量变动比例达到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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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凌源钢铁股份有限公司公

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批复》（证监许可[2020]204号）核准，凌源钢

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 ）于2020年4月13日

公开发行440万张可转换公司债券，每张面值100元，发行总额为4.40亿

元，期限6年。

经上海证券交易所自律监管决定书[2020]121号文同意，公司本次

发行的4.40亿元可转换公司债券于2020年5月13日起在上海证券交易

所上市交易，债券简称“凌钢转债” ，债券代码“110070” 。

根据有关规定和《凌源钢铁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

券募集说明书》（以下简称“《募集说明书》” ）的约定，公司本次发行

的“凌钢转债” 自2020年10月19日起可转换为公司股份，初始转股价

格为2.80元/股，目前转股价格为2.75元/股（具体情况详见公司于2020

年6月1日披露的《凌源钢铁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利润分配调整可转债转

股价格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临2020-055））。

2021年1月25日， 公司接到控股股东凌源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以下简称“凌钢集团” ）的通知，凌钢集团于当日将其持有的占“凌

钢转债” 发行总量10%的440,000张“凌钢转债” 转换为凌钢股份股票，

转股价格为2.75元/股，本次转股共获得16,000,000股凌钢股份股票。

本次转股前，凌钢集团持有凌钢股份股票973,960,604股，持有“凌

钢转债” 1,073,580张，占“凌钢转债” 发行总量的24.40%。本次转股

后，凌钢集团持有凌钢股份股票989,960,604股，持有“凌钢转债” 633,

580张，占“凌钢转债” 发行总量的14.40%。本次转股引起的持股变动

比例未超过1%。

特此公告

凌源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1月26日

关于凯石涵行业精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资产净值

连续低于5000万元的提示性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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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石涵行业精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

（以下简称 “《基金合同》 ” ）的有关规定，凯石涵行业精选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本基金” ）连续40个工作日基金资产净值

低于5000万元，可能触发基金合同终止情形，现将相关事宜公告如下：

一、可能触发基金合同终止的情形说明

根据《基金合同》的规定，《基金合同》生效后，连续60个工作日

出现基金份额持有人数量不满200人或者基金资产净值低于5000万元

情形的，基金管理人应当根据基金合同约定进入清算程序并终止基金

合同，而无需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截至2021年1月25日，本基金

已连续40个工作日基金资产净值低于 5000万元，特此提示。

二、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1、若出现基金合同终止的情形，基金管理人将根据相关法律法规

的规定和《基金合同》的约定成立基金财产清算小组，履行基金财产

清算程序。本基金进入清算程序后将不再办理申购、赎回等业务，敬请

投资人关注相应的流动性风险， 妥善做好投资安排。

2、投资人欲了解本基金产品的详细情况，请仔细阅读本基金的《基

金合同》、《基金招募说明书》及《基金份额发售公告》等法律文件。

3、投资人可以登录本基金管理人网站（www.vstonefund.com）或

拨打本基金管理人的客户服务电话(021-60431122)，咨询有关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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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人应认真阅读拟投

资基金的相关法律文件，了解所投资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并根据自

身情况购买与风险承受能力相匹配的产品。

特此公告。

凯石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1年1月26日

金信消费升级股票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分红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21年1月26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金信消费升级股票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金信消费升级股票

基金主代码 006692

基金合同生效日 2019年1月31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金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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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金信消费升

级股票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金信消费升级股票型发起

式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等。

收益分配基准日 2021年1月8日

截止收益分配基准日的相关指标

基准日基金份额净值（单位：人民币元） 2.1622

基准日基金可供分配利润（单位：人民币元） 19,252,682.52

有关年度分红次数的说明 本次分红为本基金2021年第1次分红

下属分级基金的基金简称 金信消费升级股票A 金信消费升级股票C

下属分级基金的交易代码 006692 006693

截止基准日下属分级基金的相关指标

基准日下属分级基金份额净值（单位：

人民币元）

2.1521 2.2560

基准日下属分级基金可供分配利润

（单位：人民币元）

17,182,937.34 2,069,745.18

分红比例计算的应分配金额 1,718,293.73 206,974.52

本次下属分级基金分红方案（单位：元/10份基金份额） 0.4820 0.5390

注：本次分红方案是指每十份A类基金份额发放红利0.4820元，每

十份C类基金份额发放红利0.5390元。

2.�与分红相关的其他信息

权益登记日 2021年1月27日

除息日 2021年1月27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21年1月2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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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类及C类基金份额持有人。

红利再投资相关事项的说明

对于选择红利再投资方式的投资者将以2021年1月2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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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日对红利再投资的基金份额进行确认并通知各销售机

构。2021年1月2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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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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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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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者最终

的分红方式以本基金注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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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投资者在多

家销售机构购买了本基金，需分别在多家销售机构逐一按基金代码提

交修改分红方式业务申请。 投资者可访问本公司网站(www.jxfunds.

com.cn)或拨打全国免长途费的客户服务电话（400-900-8336）咨询

相关情况。

特此公告。

金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1年1月26日

证券代码：000516� � � �证券简称：国际医学 公告编号：2021-005

西安国际医学投资股份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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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重要提示

本次股东大会会议召开期间没有增加、否决或变更提案。

二、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1年1月25日（星期一）14:55

网络投票时间为：2021年1月25日。

其中，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

为：2021年1月25日的交易时间， 即09:15一09:25，09:30一11:30和13:00

一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1年1

月25日09:15一15:00期间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西安市高新区团结南路中晶科技广场B座

六楼大会议室。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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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召集人：西安国际医学投资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5.主持人：史今董事长

6.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圳证

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7.股东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大会投票表决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共74人，持有公司股

份661,643,211股，占公司股份总额的33.5681%。

其中，参加现场会议投票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共计11人，代表股

份537,133,803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7.2512％；参加网络投

票的股东63人，代表股份124,509,408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3169％。

8.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出席了会议。

三、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议案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表决，

通过了以下议案，议案具体表决情况见下表：

总体表决结果

议 案 名 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表决结果

同意(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比例

反对（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比例

弃权(股)

占出席会议有

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比例

关于更换2020年度审计会计

师事务所的提案

661,585,511 99.9913% 57,700 0.0087% 0 0.0000% 通过

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

议 案 名 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同意(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比例

反对（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比例

弃权(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关于更换2020年度审计会计师

事务所的提案

143,608,308 99.9598% 57,700 0.0402% 0 0.0000%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康达（西安）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吕延峰、周永伟

3.结论性意见：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并审查、核查、验证了以上各

项，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和出

席会议人员的资格，表决方式和表决程序均符合《公司法》、《上市公

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

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西安国际医学投资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

议；

2.北京市康达（西安）律师事务所关于西安国际医学投资股份有

限公司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西安国际医学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二一年一月二十六日

股票代码：000663� � � �股票简称：

*

ST永林 编号：2021-001

福建省永安林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股东股份解除质押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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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福建省永安林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 近

日接到控股股东福建省永安林业（集团）总公司（以下简称“永林集

团” ）的通知，获悉永林集团将持有本公司的股份进行解除质押。具体

情况如下：

一、本次解除质押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是否为控股股东或第一

大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

本次解除质 押股

份数量（股）

占其所持 股

份比例

占 公 司 总

股本比例

起始日 解除日期 质权人

永林集团 是 32,440,000 50% 9.64% 2005年3月29日 2020年11月27日

国家开发银行福建省

分行

合计 32,440,000 50% 9.64% -- -- --

二、股东股份累计质押情况

截至公告披露日，上述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所持质押股份情况如

下：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累计质押股份数

量

（股）

占其所持股

份比例

占公司总

股本比例

已质押股份情况 未质押股份情况

已 质 押 股

份 限 售 和

冻结数量

占 已 质

押 股 份

比例

未 质 押 股

份 限 售 和

冻结数量

占未质押

股份比例

永林集团 64,884,600 19.27% 0 0 0 0 0 0 0

永安市财政局 15,055,072 4.47% 0 0 0 0 0 0 0

永安市林业建设投资

公司

1,729,700 0.51% 0 0 0 0 0 0 0

合计 81,669,372 24.25% 0 0 0 0 0 0 0

三、备查文件

1、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解除证券质押登记通知；

2、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证券质押及司法冻结明细表。

特此公告。

福建省永安林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1月26日

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广发景荣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暂停机构投资者

大额申购（含转换转入）业务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21年1月26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广发景荣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广发景荣纯债

基金主代码 270046

基金管理人名称 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广发景荣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

《广发景荣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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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额及原因说明

暂停机构投资者大额申购起始日 2021年1月27日

暂停机构投资者大额转换转入起始日 2021年1月27日

限制机构投资者申购金额（单位：元） 10,000,000

限制机构投资者转换转入金额（单位：元） 10,000,000

暂停机构投资者大额申购（转换转入）的原因说明 保护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

2、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本公司决定自2021年1月27日起， 广发景荣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

基金（以下简称“本基金” ）调整为暂停机构投资者单日单个基金账

户通过申购及转换转入合计超过10,000,000元的大额业务。 即如机构

投资者单日单个基金账户申购及转换转入本基金的申请金额大于10,

000,000元，则10,000,000元确认申购成功，超过10,000,000元（不含）金

额的部分将有权确认失败；如机构投资者单日单个基金账户多笔累计

申购及转换转入本基金的金额大于10,000,000元， 按申请金额从大到

小排序，本公司将逐笔累加至10,000,000元的申请确认成功，其余超出

部分的申请金额本公司有权确认失败。

机构投资者通过多家销售渠道的多笔申购及转换转入申请将累

计计算，并按上述规则进行确认。

在本基金暂停机构投资者大额申购及转换转入业务期间，其它业

务正常办理。本基金恢复办理机构投资者大额申购及转换转入业务的

具体时间将另行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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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日

朱雀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旗下部分基金 2021�年非港股通

交易日暂停申购（含日常申购和定期定额投资）、赎回及转换业务安排的公告

根据朱雀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旗下部分基

金的基金合同及招募说明书相关约定，投资者办理有关基金份额申购

和赎回等业务的开放日为上海证券交易所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交易

日，若该基金参与港股通交易且该工作日为非港股通交易日时，则基

金不开放或基金管理人可暂停该基金的申购、赎回等业务。

为保障基金平稳运作，维护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本公司决定对

部分基金在 2021�年上海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日但非港

股通交易日暂停申购（含定期定额投资）、赎回、转换等业务（具体业

务类型以各基金实际情况为准）， 并自下列非港股通交易日结束后的

首个开放日恢复基金的上述业务，届时不再另行公告。具体如下：

一、非港股通交易日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2020年岁末及2021年沪港通下港股通

交易日安排的通知》和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2020年底及2021年深港

通下的港股通交易日安排的通知》，非港股通交易日如下：

2月 9�日、10�日（春节）

4月

2�日、 6�日（耶稣受难节、清明节、香港复活节）

29�日、30�日（劳动节）

5�月 19�日（香港佛诞日）

7�月 1�日（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纪念日）

9月

16�日、17日、22�日（中秋节）

29�日、30�日（国庆节）

10月 14�日（香港重阳节）

12�月 27�日（圣诞节）

2021�年 12�月 29�日（星期三）至 12�月 31�日（星期五）是否

提供港股通服务，将待中国证监会关于 2022�年节假日放假和休市安

排确定后由本公司另行通知。

上述中国香港证券市场节假日/非港股通交易日已剔除和国内双

休日及法定节假日重合的日期。

如遇相关基金因其他原因暂停申购、 赎回等相关交易业务的，具

体业务办理以相关公告为准。

若届时非港股通交易日安排发生变化，本基金管理人将进行相应

调整并予以公告。若主要投资市场状况发生变化，或将来根据法律法

规和基金合同的约定或其它原因需要调整上述安排的，本基金管理人

将另行调整并公告。具体业务办理安排以届时相关公告为准。

二、适用基金范围

序号 基金代码 基金全称

1

007493 朱雀产业臻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

007494 朱雀产业臻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C类

2

007880 朱雀产业智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

007881 朱雀产业智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C类

3

008294 朱雀企业优胜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

008295 朱雀企业优胜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C类

4

010141 朱雀企业优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

010142 朱雀企业优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C类

5 010922 朱雀匠心一年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注：上表只包含参与港股通交易的本公司现行管理的基金，新发

基金或其他基金新增参与港股通交易的非港股通交易日暂停开放情

况请见本公司的最新相关公告。敬请投资者及早做好交易安排，避免

因假期原因带来不便。 投资者可登录本基金管理人网站（www.

rosefinchfund.com）或拨打客服电话4009217211获取相关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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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者投

资于基金时应认真阅读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文件。敬请投

资者留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朱雀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二一年一月二十六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B96

2021年 1 月 26 日 星期二 zqsb@stcn.com� (0755)8350175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