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平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平安惠安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新增上海天天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为销售机构的公告

根据平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与上海天天基金销售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天天基金” )签署的销售协议，本公司自2021年12月6

日起新增上海天天基金销售平安惠安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现将相关事项

公告如下：

一、自2021年12月6日起，投资者可通过上海天天基金办理下表中对应基金

的开户、申购、赎回、定投及转换等业务。

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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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6016 平安惠安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支持 支持 参加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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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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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开通定投业务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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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本基金暂不受理个人投资者申购、转换转入业务和定期定额投资，本基

金恢复个人投资者申购、转换转入业务和定期定额投资的时间将另行公告。

三、费率优惠

投资者通过上海天天基金申购或转换上述基金，享受费率优惠，优惠活动

解释权归上海天天基金所有，请投资者咨询上海天天基金。本公司对其申购费

率以及转换业务的申购补差费率均不设折扣限制，优惠活动的费率折扣由上海

天天基金决定和执行，本公司根据上海天天基金提供的费率折扣办理，若费率

优惠活动内容变更，以上海天天基金的活动公告为准，本公司不再另行公告。

四、投资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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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客服电话：400-1818-188

网址：www.1234567.com.cn

2、平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400－800－4800

网址：fund.pinga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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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招募说明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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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基金投资

作出独立决策，选择合适的基金产品。

特此公告

平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1年12月6日

平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新增平安合丰定期开放纯债债券型

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销售机构的公告

根据平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与上海天天基金销售

有限公司、上海好买基金销售有限公司、上海中正达广基金销售有限公司签署

的销售协议，本公司自2021年12月6日起新增以上机构销售本公司旗下的平安合

丰定期开放纯债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现将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自2021年12月6日起，投资者可通过以上机构办理下表中对应基金的开

户、申购、赎回及转换业务。

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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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5895 平安合丰定期开放纯债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不支持 支持 参加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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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旗下开放式基金转换业务规则说明的公告》。

2、 本基金单一投资者持有的基金份额或者构成一致行动人的多个投资者

持有的基金份额可达到或者超过 50%，基金不向个人投资者公开销售。

三、费率优惠

投资者通过以上机构申购、定期定额申购、转换上述基金，享受费率优惠，

优惠活动解释权归以上机构所有，请投资者咨询以上机构。本公司对其申购费

率、定期定额申购费率、转换补差费率均不设折扣限制，优惠活动的费率折扣由

以上机构决定和执行，本公司根据以上机构提供的费率折扣办理，若费率优惠

活动内容变更，以以上机构的活动公告为准，本公司不再另行公告。

三、投资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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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客服电话：400-1818-188

网址：www.1234567.com.cn

2、上海好买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400-700-9665

网址：http://www.ehowbuy.com/

3、上海中正达广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400-6767-523

网址：www.zhongzhengfund.com

4、平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400－800－4800

网址：fund.pinga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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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招募说明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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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基金投资

作出独立决策，选择合适的基金产品。

特此公告

平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1年12月6日

证券代码：688180� � � �证券简称：君实生物 公告编号：临2021-089

上海君实生物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自愿披露关于FDA扩大埃特司韦

单抗及巴尼韦单抗双抗体疗法紧急使用授权范围至12岁以下人群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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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FDA扩大双抗体疗法的紧急使用授权范围，新增用于特定高风险儿科人

群（从出生至12岁以下）的轻中度COVID-19治疗及暴露后预防；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双抗体疗法是全球首个且唯一获得紧急使用授权覆

盖12岁以下人群的中和抗体疗法，可为全年龄段的高风险人群提供治疗和预防

COVID-19的选择；

●紧急使用授权为临时使用，不能取代正式的评估和审批程序，双抗体疗

法最终能否获得生物制品上市许可申请批准具有不确定性；

●双抗体疗法的治疗和预防作用尚不能代替针对COVID-19的疫苗产品；

●受到境外疫情发展及控制情况、药物使用的选择、市场推广等多种因素

影响，双抗体疗法的销售对公司利润影响具有不确定性。

一、情况简介

近日，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以下简称“FDA” ）扩大埃特司韦单抗

（etesevimab，JS016/� LY-CoV016）及巴尼韦单抗（bamlanivimab，LY-CoV555）

双抗体疗法（以下简称“双抗体疗法” ）的紧急使用授权范围，新增用于特定高

风险儿科人群 （从出生至12岁以下） 的轻中度新型冠状病毒肺炎 （以下简称

“COVID-19” ）治疗及暴露后预防。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双抗体疗法是全球首

个且唯一获得紧急使用授权覆盖12岁以下人群的中和抗体疗法，可为全年龄段

的高风险人群提供治疗和预防COVID-19的选择。

2021年2月，双抗体疗法已获得FDA紧急使用授权用于治疗伴有进展为重度

COVID-19及/或住院风险的12岁及以上轻中度COVID-19患者。2021年9月，双

抗体疗法获得FDA紧急使用授权用于12岁及以上高风险人群的暴露后预防以防

止新型冠状病毒感染，包括未完全接种COVID-19疫苗或预期完全接种疫苗后

无法产生足够的免疫应答，且其已暴露于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者或处于高暴露风

险的机构环境（包括疗养院或监狱）中的人群。

本次扩大紧急使用授权范围是基于BLAZE-1研究（NCT04427501）中儿科

与婴儿患者的安全性和有效性数据。BLAZE-1是一项II/III期临床试验， 旨在研

究双抗体疗法用于伴有进展为严重疾病风险的轻中度COVID-19患者的治疗。

根据该临床试验的每日症状记录，对于接受埃特司韦单抗1,400毫克及巴尼韦单

抗700毫克双抗体疗法的受试者，其症状完全缓解的中位时间为7天，而对于基于

体重给药的受试者， 其症状完全缓解的中位时间为5天。 无儿科受试者因

COVID-19死亡或住院。

假病毒及真病毒的研究均显示双抗体疗法在对抗目前全球关注的主流变

异毒株Delta（B.1.617.2/AY.3）突变型试验中保持了中和活性。

此外，根据公司合作伙伴Eli� Lilly� and� Company（以下简称“礼来制药” ）

统计，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已有超过700,000名患者接受了双抗体疗法或巴尼韦

单抗治疗，在疫情最严重的时期潜在防止了超过35,000例住院和至少14,000例死

亡发生。

二、关于埃特司韦单抗（etesevimab，JS016/� LY-CoV016）

埃特司韦单抗是一种重组全人源单克隆中和抗体，以高亲和力特异性结合

SARS-CoV-2表面刺突蛋白受体结合域，并能有效阻断病毒与宿主细胞表面受

体ACE2的结合。 研发团队在天然的人类IgG1抗体中引入点突变以去除组织损

伤等不良效应。 公司与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共同开发埃特司韦单抗后，礼

来制药从公司引进了埃特司韦单抗在大中华地区（包括中国大陆、香港特别行

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及台湾地区）以外地区的权益，公司继续主导该药物在大

中华地区的开发。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双抗体疗法已经在全球超过15个国家和

地区获得紧急使用授权，公司已完成埃特司韦单抗针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者的

国际多中心Ib/II期临床研究（NCT04780321）。

三、风险提示

紧急使用授权为临时使用，不能取代正式的评估和审批程序，双抗体疗法

最终能否获得生物制品上市许可申请批准具有不确定性。双抗体疗法的治疗和

预防作用尚不能代替针对COVID-19的疫苗产品， 且受到境外疫情发展及控制

情况、药物使用的选择、市场推广等多种因素影响，双抗体疗法的销售对公司利

润影响具有不确定性。由于医药产品具有高科技、高风险、高附加值的特点，药

品的前期研发以及产品从研制、临床试验报批到投产的周期长、环节多，容易受

到一些不确定性因素的影响。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防范投资风险。

公司与礼来制药将积极推进上述研发项目，并严格按照有关规定及时对项

目后续进展情况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有关公司信息以公司指定披露媒体《中国

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 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刊

登的公告为准。

特此公告。

上海君实生物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12月6日

证券代码：200054� � � �证券简称：建车B� � � � �公告编号：2021-068

重庆建设汽车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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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2021年11月30日， 本公司以书面通知及电子邮件方式通知召开公司第九届

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2021年12月5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会议应到董事10人，

实到董事10人，他们分别是董事长颜学钏，董事范爱军、董其宏、时勤功、周勇强、

郝琳，独立董事李嘉明、谢非、宋蔚蔚、刘伟。会议由董事长颜学钏召集并主持，

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

的规定，会议合法有效。会议审议并通过：

一、关于调整厂房及土地等资产公开挂牌转让价格的议案。

公司为盘活闲置资产，提高资产运营效率，按照2021年10月26日2021年度第

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司以评估值16,986.26万元为底价公开挂牌转让106厂

房、对应土地使用权及相关附属机器设备。经公司于2021年11月2日至2021年11

月29日期间在重庆联合产权交易所公开征集受让方， 截至2021年11月29日产权

转让信息披露期满，本次挂牌未征集到意向受让方。根据股东大会决议授权安

排，公司将变更受让条件（挂牌转让价）后重新在重庆联合产权交易所发布产

权转让信息继续征集受让方。具体调整如下：

按照《企业国有资产交易监督管理办法》（财政部第32号令）及《公司章

程》规定，拟定新转让底价不低于上述评估值的92%，即15738.20万元（含税）。

其他转让信息不作调整。

表决结果为10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二、 关于制定 《信息披露事务管理办法》 的议案。（见当日http://www.

cninfo.com.cn公司公告，公告编号：2021-070）。

表决结果为10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三、 关于修订 《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管理办法》 的议案。（见当日http:

//www.cninfo.com.cn公司公告，公告编号：2021-071）。

表决结果为10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四、关于聘任李永江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的议案。

李永江先生简历：

李永江，男，1981年11月出生，机械工程及自动化专业本科学历，高级工程师

职称。曾任建设工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发动机厂副段长；重庆建设摩托车股

份有限公司发动机事业部54车间室主任，制造部机加车间副室主任、精益管理室

室主任；重庆建设雅马哈摩托车有限公司铸机课见习课长；重庆建设摩托车股

份有限公司冲焊车间副主任，生产管理部党支部副书记兼副部长；重庆建设机

电有限责任公司生产管理部党支部书记兼副部长、摩托车公司第二党支部书记

兼制造管理部副部长、党群工作部部长、工会副主席；重庆长安汽车股份有限公

司渝北工厂制造处副处长（挂职）；公司职工监事、党群工作部部长、工会副主

席。现任公司副总经理。

其与本公司及本公司控股股东存在关联关系，其未持有本公司股份，不存在

有《公司法》第146条规定情形之一，不存在自受到中国证监会最近一次行政处

罚未满三年的情形， 不存在最近三年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三次以上通报

批评的情形，非本公司现任监事，经公司在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查询，其不属于

“失信被执行人” ，其担任公司副总经理职务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

规则》和《公司章程》的任职规定。

表决结果为10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备查文件：经与会董事签字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董事会决议

特此公告。

重庆建设汽车系统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二一年十二月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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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建设汽车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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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2021年11月30日， 本公司以书面及邮件方式通知召开公司第九届监事会第

十一次会议。2021年12月5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 会议应参加表决的监事5人，

实际参加表决的监事5人，他们是监事会主席逯献云，监事张伦刚、乔国安、廖建、

苏强。会议由监事会主席逯献云召集并主持，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有关法律、

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一、审议并通过《关于调整厂房及土地等资产公开挂牌转让价格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二、审议并通过《关于制定〈信息披露事务管理办法〉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三、审议并通过《关于修订〈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管理办法〉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四、审议并通过《关于董事会聘任李永江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备查文件：经与会监事签字并加盖公司印章的监事会决议

特此公告。

重庆建设汽车系统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二一年十二月六日

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调整旗下部分基金最低赎回、

保有份额的公告

为更好地满足投资者的理财需求，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

司” ）决定自2021年12月6日起，调整本公司旗下4只公募基金的最低持有基金份

额余额。现将有关事项说明如下：

一、适用基金范围

嘉实消费精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代码：006604，C类代码：006605）

嘉实新能源新材料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A类代码：003984，C类代码：

003985）

嘉实智能汽车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代码：002168）

嘉实稳华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代码：004544，C类代码：006920）

二、调整内容

自2021年12月6日起，上述基金单笔最低赎回份额、单笔最低转出份额均调

整为0.1份， 且上述基金的每个基金交易账户最低持有基金份额余额调整为0.1

份。但各销售机构对最低赎回份额、最低转出份额、交易账户最低持有基金份额

余额有其他规定的，以各销售机构的业务规定为准。

上述调整对上述基金A、C类份额同时生效。

三、重要提示

1、本次调整方案所涉及的招募说明书相关内容，将在年度更新招募说明书

时一并予以调整。

2、本公告涉及上述业务的最终解释权归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3、如有疑问，请拨打本公司客户服务热线400-600-8800，或登录本公司网站

www.jsfund.cn获取相关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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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资于上述基金前应认真阅读基金的基金合同、更新的招募说明书。

特此公告。

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1年12月6日

关于嘉实增强信用定期债券

2021年12月8日开放申购

和赎回业务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21年12月6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嘉实增强信用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嘉实增强信用定期债券

基金主代码 000005

基金运作方式 契约型、以定期开放方式运作

基金合同生效日 2013年3月8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基金注册登记机构名称 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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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法律

法规以及《嘉实增强信用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嘉实增强信用定

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

申购起始日 2021年12月8日

赎回起始日 2021年12月8日

注： 投资者范围： 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可投资于证券投资基金的个人投资

者、机构投资者和合格境外机构

投资者以及法律法规或中国证监会允许购买证券投资基金的其他投资人。

2�申购和赎回业务的办理时间

（1）开放日及开放时间

本基金办理基金份额的申购和赎回的开放日为开放期内的每个工作日，

2021年12月8日为本基金2021年的第三个季度开放期（本基金季度开放期为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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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基金合同的规定公

告暂停申购、赎回时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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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以下简称

“《信息披露办法》” ）的有关规定在指定媒介上公告。

（2）申购、赎回开始日及业务办理时间

在确定申购开始与赎回开始时间后，基金管理人应在开放期（包括年度开放

期和季度开放期）前依照《信息披露办法》的有关规定在指定媒介上公告开放期

的开始与结束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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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者赎回或者转换。 开放期以及开放期办理申购与赎回业务的具体事宜见招募

说明书及基金管理人届时发布的相关公告。

3�申购业务

3.1�申购金额限制

投资者通过直销中心柜台首次申购单笔最低限额为人民币20,000元，但已持

有本基金份额的投资者可以适用首次单笔最低限额人民币1元。投资者通过代销

机构或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上直销首次申购单笔最低限额为人民币1元。投

资者通过直销中心柜台追加申购单笔最低限额为人民币1元；通过代销机构或嘉

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上直销追加申购单笔最低限额为人民币1元。但若有代销

机构特别约定首次申购单笔及追加单笔最低限额并已经发布临时公告， 则以该

等公告为准。

投资者可多次申购，对单个投资者累计持有份额不设上限限制。法律法规、

中国证监会另有规定的除外。

3.2�申购费率

本基金对通过直销中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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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养老金客户指基本养老基金与依法成立的养老计划筹集的资金及其投资运

营收益形成的补充养老基金，包括全国社会保障基金、可以投资基金的地方社会

保障基金、企业年金单一计划以及集合计划、企业年金理事会委托的特定客户资

产管理计划、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符合人社部规定的养老金产品、职业年金计划、

养老目标基金。如将来出现可以投资基金的住房公积金、享受税收优惠的个人养

老账户、经养老基金监管部门认可的新的养老基金类型，基金管理人可在招募说

明书更新时或发布临时公告将其纳入养老金客户范围， 并按规定向中国证监会

备案。非养老金客户指除养老金客户外的其他投资者。

本公司将对通过本公司直销中心申购本基金的养老金客户实施特定申购费

率：通过公司直销中心申购本基金的，适用的申购费率为对应申购金额所适用的

原申购费率的10%；申购费率为固定金额的，则按原费率执行，不再享有费率折

扣。

其他投资者申购本基金基金份额申购费率见下表：

申购金额（含申购费） 申购费率

M＜100万元 0.8%

100万元≤M＜200万元 0.6%

200万元≤M＜500万元 0.4%

M≥500万元 按笔收取，1000元/笔

个人投资者通过本基金管理人直销网上交易申购开放式基金业务， 其申购

费率不按申购金额分档，统一优惠为申购金额的0.6％。但中国银行长城借记卡持

卡人，申购本基金的申购费率优惠按照相关公告规定的费率执行；机构投资者通

过本基金管理人直销网上交易系统申购开放式基金业务， 其申购费率不按申购

金额分档，统一优惠为申购金额的0.6％，优惠后费率如果低于0.6%，则按0.6%执

行。基金招募说明书及相关公告规定的相应申购费率低于0.6%时，按实际费率收

取申购费。个人投资者于本公司网上直销系统通过汇款方式申购本基金的，前端

申购费率按照相关公告规定的优惠费率执行。

若有代销机构特别约定开办本基金申购业务实行申购费率优惠的， 则具体

费率优惠措施及业务规则以代销机构为准。

注：2013年4月9日，本基金管理人发布了《关于网上直销开通基金后端收费

模式并实施费率优惠的公告》，自2013年4月12日起，在本公司基金网上直销系统

开通旗下部分基金产品的后端收费模式（包括申购、定期定额投资、基金转换等

业务）、并对通过本公司基金网上直销系统交易的后端收费进行费率优惠，本基

金优惠后的费率见下表：

持有期限（T）

基金网上直销

后端申购优惠费率

0〈T〈1年 0.10%

1年≤T〈3年 0.05%

T≥3年 0.00%

本公司直销中心柜台和代销机构暂不开通后端收费模式。 具体请参见嘉实

基金网站刊载的公告。

3.3�其他与申购相关的事项

（1）本基金份额的申购费在投资者申购基金份额时收取。投资者在一天之

内如果有多笔申购，适用费率按单笔分别计算。

（2）本基金份额的申购费用由申购人承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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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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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有关规定在指定媒介

上公告并报中国证监会备案。

（4）基金管理人可以在基金合同约定的范围内调整费率或收费方式，并最

迟应于新的费率或收费方式实施日前依照《信息披露办法》的有关规定在指定

媒介上公告。

4�赎回业务

4.1�赎回份额限制

投资者通过销售机构赎回本基金份额时， 可申请将其持有的部分或全部基

金份额赎回；单笔赎回不得少于1份，每个基金交易账户最低持有基金份额余额

为1份，若某笔赎回导致某一销售机构的某一基金交易账户的基金份额余额少于

1份时，基金管理人有权将投资者在该销售机构的某一基金交易账户剩余基金份

额一次性全部赎回。 投资者通过代销机构赎回本基金的具体单笔赎回最低份额

以各销售机构规定为准。

4.2�赎回费率

基金份额的赎回费率按照持有时间递减，即相关基金份额持有时间越长，所

适用的赎回费率越低。具体如下：

持有期限（H） 赎回费率

H＜7天 1.5%

7天≤H≤90天 0.3%

90天＜H≤180天 0.2%

180�天＜H≤270�天 0.1%

H〉270天 0

4.3�其他与赎回相关的事项

（1）本基金的赎回费用由基金份额持有人承担，对持续持有期少于7日的投

资人，赎回费全额计入基金财产；对持续持有期大于等于7日的投资人，赎回费总

额的25%的部分归入基金财产，其余部分用于支付注册登记费等相关手续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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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有关规定在指定媒介

上公告并报中国证监会备案。

（3）基金管理人可以在基金合同约定的范围内调整费率或收费方式，并最

迟应于新的费率或收费方式实施日前依照《信息披露办法》的有关规定在指定

媒介上公告。

5基金销售机构

5.1直销机构

（1）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直销中心

办公地址 北京市东城区建国门南大街7号北京万豪中心D座12层

电话 （010）65215588 传真 （010）65215577

联系人 黄娜

（2）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上海直销中心

办公地址 上海市浦东新区世纪大道8号上海国金中心二期27楼09-14单元

电话 （021）38789658 传真 （021）68880023

联系人 邵琦

（3）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成都分公司

办公地址 成都市高新区交子大道177号中海国际中心A座2单元21层04-05单元

电话 （028）86202100 传真 （028）86202100

联系人 罗毅

（4）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

办公地址 深圳市福田区益田路6001号太平金融大厦16层

电话 （0755）84362222 传真 （0755）84362284

联系人 陈寒梦

（5）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青岛分公司

办公地址 青岛市市南区山东路6号华润大厦B座3101室

电话 （0532）66777997 传真 （0532）66777676

联系人 胡洪峰

（6）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杭州分公司

办公地址 杭州市江干区四季青街道钱江路1366�号万象城华润大厦B座2�幢1001A�室

电话 （0571）88061392 传真 （0571）88021391

联系人 邵琦

（7）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福州分公司

办公地址 福州市鼓楼区五四路137号信和广场1802单元

电话 （0591）88013670 传真 （0591）88013670

联系人 陈寒梦

（8）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南京分公司

办公地址 南京市新街口汉中路2号亚太商务楼23层B区

电话 （025）66671118

联系人 潘曙晖

（9）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广州分公司

办公地址 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冼村路5号凯华国际金融中心36层05-06单元

电话 （020）29141918 传真 （020）29141914

联系人 陈寒梦

（10）嘉实基金直销网上交易

投资者可登录本基金管理人网站，通过直销网上交易办理认购/申购、赎回、

转换、定期定额申购、定期定额赎回、定期定额转换、查询等业务。具体参见相关

公告。

5.2�场外非直销机构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上海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徽商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渤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哈尔滨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河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江苏昆山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苏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联合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福建海峡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浙江绍兴瑞丰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泉州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 浙江乐清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紫金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天相投资顾问有限公司、诺亚正行基金销售有限公司、深圳众禄基金销售股

份有限公司、 上海好买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上海长量基金销售投资顾问有限公

司、嘉实财富管理有限公司、北京创金启富基金销售有限公司、宜信普泽(北京)基

金销售有限公司、浦领基金销售有限公司、上海汇付基金销售有限公司、上海基

煜基金销售有限公司、上海中正达广基金销售有限公司、中证金牛(北京)投资咨

询有限公司、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市新兰德证券投资咨询有限公

司、和讯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北京百度百盈基金销售有限公司、上海天天基金销

售有限公司、蚂蚁(杭州)基金销售有限公司、南京苏宁基金销售有限公司、北京汇

成基金销售有限公司、北京新浪仓石基金销售有限公司、上海万得基金销售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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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耕传承基

金销售有限公司、京东肯特瑞基金销售有限公司、北京雪球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华瑞保险销售有限公司、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申万宏源证券有限公司、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长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华安

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华鑫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海通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渤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信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东北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华龙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粤开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东海期货有限责任

公司、国都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山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江海证券有限公司

各代销机构可办理的基金业务类型及具体业务办理状况遵循其各自规定执

行。

5.3其他与基金销售机构相关的事项

销售机构办理本基金申购、赎回等业务的具体网点、流程、规则、数额限制等

遵循销售机构的相关规定， 各销售机构可办理的基金业务类型及业务办理状况

以其各自规定为准。投资者可登录本公司网站（www.jsfund.cn）查询本基金销售

机构信息。

6.基金份额净值公告的披露安排

基金管理人将不晚于开放期前最后一个工作日的次日， 披露开放期前最后

一个工作日的基金份额净值和基金份额累计净值。 在基金开放期不晚于每个开

放日的次日，基金管理人将通过指定网站、基金销售机构网站或者营业网点披露

开放日的基金份额净值和基金份额累计净值，敬请投资者留意。

7.�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1）嘉实增强信用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为契约型、以定期开放方

式运作的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管理人为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注册登记机构为

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基金托管人为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本基金的开放期可分为两种类型：年度开放期和季度开放期。本基金年

度开放期不少于五个工作日并且最长不超过十个工作日， 每个年度开放期的首

日为基金合同生效日在后续年度的年度对日（如该日为非工作日，则顺延至下一

工作日）。季度开放期是除年度开放期以外的其他开放期。本基金季度开放期为

一个工作日，每个季度开放期为基金合同生效日在后续季度的季度对日（如该日

为非工作日，则顺延至下一工作日）。2021年12月8日为本基金2021年的第三个季

度开放日，即在该日15：00� 前接受办理本基金份额的申购、赎回业务，开放日当

日15：00以后不再接受办理本基金的申购、赎回业务。

（3）在每个季度开放期，本基金将对净申购或净赎回数量进行控制。季度开

放期确认的净申购申请或确认的净赎回申请均不超过前一工作日基金总份额的

10%。 若季度开放日内净申购申请或净赎回申请高于前一工作日基金总份额的

10%，则基金管理人将采用比例确认的方式实现有效的控制。

（4）若季度开放日内基金份额净申购申请（申购申请份额总数加上基金转

换中转入申请份额总数后扣除赎回申请份额总数及基金转换中转出申请份额总

数后的余额）小于或等于前一工作日的基金总份额的10%，则所有的申购申请予

以确认；否则，本基金管理人将按比例确认的方式对当日已接受的有效申购申请

部分成功确认， 以保证当日净申购申请不超过前一工作日基金总份额的10%，不

予确认的申购款项由销售机构退还给投资者。

（5）若季度开放日内基金份额净赎回申请（赎回申请份额总数加上基金转

换中转出申请份额总数后扣除申购申请份额总数及基金转换中转入申请份额总

数后的余额）小于或等于前一工作日的基金总份额的10%，则所有的赎回申请予

以确认；否则，本基金管理人将按比例确认的方式对当日已接受的有效赎回申请

部分成功确认， 以保证当日净赎回申请不超过前一工作日基金总份额的10%，不

予确认的赎回申请将被撤销。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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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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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指定媒介上公告并报中国证监会备案。

（7）基金管理人将于季度开放期后第2个工作日（2021年12月10日），在证

监会指定媒介及公司网站上公告本次季度开放期申购、赎回实际确认情况。

（8）本公告仅对本基金的开放申购、赎回业务事项予以说明。投资者欲了解

本基金详细情况，请认真阅读《嘉实增强信用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招募

说明书》及其更新，亦可登陆本公司网站（www.jsfund.cn）和中国证监会基金电

子披露网站（http://eid.csrc.gov.cn/fund）进行查询。

（9）投资者T日提交的有效申请，在正常情况下，基金注册登记机构在T+1

日内对该交易的有效性进行确认。投资者应在T+2日后(包括该日)到销售网点柜

台或以销售机构规定的其他方式查询申请的确认情况。否则，如因申请未得到基

金管理人或注册登记机构的确认而造成的损失，由投资者自行承担。基金销售机

构对申购申请的受理并不代表申请一定成功， 而仅代表销售机构确实接收到申

请。申购与赎回的确认以注册登记机构的确认结果为准。

（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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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请投资者留意投资风险。

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1年12月6日

易方达中证全指证券公司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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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家销售机构签署

的基金销售服务协议，本公司自2021年12月6日起增加上述销售机构为易方达中

证全指证券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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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类基金份额代码：012590；C类基金份额代码：012700）的销售机构。

特别提示：2021年12月1日至2022年2月28日为本基金的认购期，本公司根据

认购的情况可适当调整募集时间，并及时公告，但最长不超过法定募集期限。

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

1.锦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辽宁省锦州市科技路68号

办公地址：辽宁省锦州市科技路68号

法定代表人：魏学坤

联系人：庞璐璐

客户服务电话：400-66-96178

网址：www.jinzhoubank.com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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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江苏苏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江苏省苏州市吴江区中山南路1777号

办公地址：江苏省苏州市吴江区中山南路1777号

法定代表人：徐晓军

联系人：葛晓亮

联系电话：0512-63969209

客户服务电话：956111

传真：0512-63969209

网址：www.szrcb.com

4.苏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江苏省苏州市工业园区钟园路728号

办公地址：江苏省苏州市工业园区钟园路728号

法定代表人：王兰凤

联系人：吴骏

联系电话：0512-69868373

客户服务电话：96067

网址：www.suzhoubank.com

5.国都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东城区东直门南大街3号国华投资大厦9层10层

办公地址：北京市东城区东直门南大街3号国华投资大厦9层10层

法定代表人：翁振杰

联系人：黄静

联系电话：010-84183333

客户服务电话：400-818-8118

传真：010-84183311-3122

网址：www.guodu.com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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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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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恒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新城区海拉尔东街满世尚都办公商业

综合楼

办公地址： 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新城区海拉尔东街满世尚都办公商业

综合楼

法定代表人：吴谊刚（代为履行法定代表人职务）

联系人：熊丽

联系电话：0471-4972675

客户服务电话：956088

网址：www.cnht.com.cn

9.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济南市市中区经七路86号

办公地址：山东省济南市经七路86号

法定代表人：李峰

联系人：许曼华

联系电话：021-20315290

客户服务电话：95538

传真：0531-68889095

网址：www.zts.com.cn

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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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6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B3

2021年 12 月 6 日 星期一 zqsb@stcn.com� (0755)8350175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