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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SZ要*~lßj~;{ci~号

日信证券长安 2 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集合资产管理合同

管理人=国融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托管人 z 渤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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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约定，(日倍证券长安 2 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集合资产管理合同) (以下简称

"本合同叮可以电子签名方式签订管理人、托管人作为本合同签署方，己续受本合

同项下创全部条款，并以纸质合同方式签署 z 委托人〈日信证券长安 2号集合资产管

理计划的投资者〉作为本合同一方，以电子签名方式签署本合同即表明委托人完全接

受本合同项下的全部条款，同时本合同成立.

委托人管理人、托管入同意 1墨守《电子签名法队《证券公司资产管理电子签名

合同操作指引》的有关规定，三方一致同意委托人自签署《电子签名约定书，之日趋，

委托人以电子签名方式接畏电子签名合同〈即本合同、集合资产管理训划说明书〉、

风险揭示书或其他文书的，视为签署本合同、集合资产管理计划说明书、风险捐示书

或其他文书，与在纸厨合同、纸厨风险锅示节或其他文书上手写签名或者盖京具有同

等的法律效力，无须另行签若纸质合同、纸质风险揭示书或其他文书.

第一章前言

为规范日信证券长安 2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以 F简称 "4，;ìl划")运作l 明确

《日信证券长安 2 号集合 lli产管翠 '1划集合资产管理合同"以下简称 ι本合同叮当

事人的权利与义务依附《中华人民共和民合同法，、( '1'华人民共和国电子签名法》、
《证券公司监管管型条例孔《证券公司客户资产管理业务管理办 ~t)(以干简科;"(管

理办法>>")，(证券公司综合资产管翠业务实施细则)(以下简称..<实施细则)")，<<证

券公，rJ资产管型电子签名合同操作指号 1)，<<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驳基金it.弘《关了
规范金融机构资产管理业务的指导怠见以假发 (2018) 106 号，以下简称《指导意见))‘
《证券公司客户资产管理业务划范"以 H ，~护《业务规范》叮 45注1非法规和规范
位文件的规定，委托人、管理人托管人在平等自归诚革信用煤则的基础上汀在本

合同.本合同是规定当事人之间基本权利义务的法仰文件 1 当事人馆附《管理办法机

《实施细则立《指导意见》本合同及本合同附件《日伯旺券民安 2 号集合资产管裂

计划说明书)(以下阳称..<说明扫》叮及其他在关规定享有权利~， 4'::1但义务

4是托人承白'以真实身份参与集合 iI划，保证委托资产的来预 il用途合法，所披露
2



或提供的信息和资料真实、准确、完整 l 没有非 1I柑二集他人白金参与本集合计划并

已阕知 4'合同和《说明书)，了解相关权利、义务和风险，自行承担投资风险和损失.
管理人收诺以诚实守信审慎尽贵的原则管理和运用本集合计划资产，但不保证

'"集合计划一定盈利I 也不保证犀低收益.为保护委托人的利益管理人郑直在提示委

托人在每次参与本集合计划(无论位广朗参与还是存续剧参与)肘，委托人应及时

边过原锥广机构网点原拉广机构抱定网络系统食询参与约呆的同时，另行通过管理

人间站 (.....>\W.grzq 阳的成份在现登记机构网站等方式 ill行查询确认.

推广机构应当了解客户的役资需求和风阶偏好，详细介绍产品特点并充分割示风

险，不得向合格役资者之外的单位和个人募集资金，不得通过报刊、电台电础台、

互联网等公众传捕魏体或者讲赂报告会分析会等方式向不特忘对象宣传然介，禁

止通过保本保底、虚假宣传商业贿赂等习正当竞争手段;在广集合计划.

托管人承诺以域实守信、市惊尽贵的原则履行托管职责安全保管集合计划资产、

办翠 Iii金收付事项、监管管理人放资行为，但不保证本集合计划资产投资不受损失，

小保证始低收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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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京释且

在本合同及《说明书 1 'þ 除非文意另有所指，下列训浩成简称代表如下含义

<W 合资产背到
指《日信证券长安 2 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集合资产管理合同》

合同》、水合同、
及对兵的任何修访和钟充.

电子签名合同

指 2013 年 6 月 26 日经巾凶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公布并自公布
《管理办法》

之日起练施的《证券公司客!'，资产管得业务管理办法》

知 2013 年 6 月 26 日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公布并自公布
《实施细则》

三日起实施的"正券公司集合资产管理业务立施细则 1.
指 2018 年 4 月 27 日经中阴入民银?于 '1'国银行保险览营管理
委员会中罔证券监督管理受员会以及国家外汇管理局公布井

《指导意见》
臼公布之日起实施的《关于规范金融机构资产管理业务的指导

章见》

《公司法》 指《中华人民共和民公司法 1.
( iiB'Í'法》 指《中华人民共和同证券 r.t.;).
《合同法》 衍《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1.

《电子笼名法》 指《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签名法》

巾~ 指巾华人民共和肉.

指中同现自?有妓并公布实施的法律、行政法规.行政规章及纠
法?非法规

范性文件、地方法细地方规章及规范性文件

兀 z 捕中国 rt定货币人民币，尊位兀".
破产管到计划或 指依据， e 借证券长安 2 号集合资产管窍计划集合资产管理合
!l!合计划或 4>:H f，tl)和 <1::1{;言证券长安 2 号集合资产管王军计划说明书》所设 v.
支，J 的日倍证芬长去 2 号 m 合资产管理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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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合资产管理计

如j 说明书或说明 指《日{言iiE券 L<::去 2 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说昵书 1.

书或..说明书g

'1'国证监会 指中罔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集合资产管理日

1'1管理人"管理 指网融证券股份衍限公司

人

集合资产管理计

.1 托管人"托管 指渤悔恨 lT股份有限公司
人 E

指向融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及中同证监会认可的与管理人签署
推广机构

相关协议的其他很广机构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 Æ 任公司〈简称俨中黯公司，，)或中国证
注册登 l己机构.

监会认町的旅册登记机构.

jj; 合资产管理合 指受《集合资产管理合同》约束，根据《集合资产管理合同》

问当事入 享受权利并承担义务的法徐主体.

指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有关法律法规及只他有关规定可以投资
个人委托人

1 集合班产管理训曼 '1的自然人位资在.

指在中同域内合法注册登记或经有权政府部门批准设立的企 i
机向委托人

法人、事业法人.社会附体或其他组织.

委托人 指上述委托人〈个人委托人相机构委托人)的合称

本 jj;合计如将在 60 个I 作日内完成集合计划的报广设立沾动

u二合资产管理it-:iIJ净参与市请额超过人民币 3ω0 万元且蚕托人
第三合资产管型号计

扭过 2 人，综合资产管理计划管理人 ï'I以依据《管理办法》和
划成立 1-'1，

集合资产管理汁划实际参与市请情况诀也停止接受集合资产管

现"走山参与ψ诸 I 井武告集合资产管理计划成立的日期

5



�

�

指本集合计划臼开始推，.到推广完成之间的时阳段营或人应

推广划 E 当在开始报，.之乙日起的60 个工作日内完成锥 1 、设立活动!具

体时间见背绍人布关公告

工作日交易日 指 t 混 ijE券交易所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正富交易日.

指集合计划推广则申请参与及开放朋内投资者申请参与或退出
T 日z m合讨 :1(:1)之，~�

Tffi 日 指自 TA~ 第 0 个工作日〈不包含 T 日).

推广期参与委托人在推广期申请参与本计划，参与巾访的展

终确认 4; 会在推广结束后的 1个工作日内进行.
参与确认日

开放 m参与委托人在开放期却请参与本计划，参与审惰的提
终确认将会在巾请提交后的 1个工作日内进行.

阴定管湾货核算 核算 1配合计划固定管理货二三日，每季度末月 20 日 1(遇法定节

H 但日、休息日等 I 顺应.

核算集合计划托管费之口每李度末月 20 日若遇法也节 Ð:i日、
托管费核算日

休息日等顺延.

管理人将在集合计划推广官告中公布"集合计划的业绩比技推

业绩比绞基准变 准.在本.，合计划运作期间，管理人可约合市场行惰，对集合

更日 计划业 tJlí比较接准予以调整，具体以管理人公告为准，原则上

4、剪j夜变动公'~-当日为业绩比较基准变 1':11.

+集合计划收益分配基准日 J~，*集合ij- i\IJ业绩比较桂准交史

收益分配基准日 日如当年斗、有在业销比较基准变更日，则管理人另行公告收

放分配'"准日;发行收益分配

本集合计划业绩报酬计提 H为牛刻也介计划收益分配基准日委
业绩拟酬汁挝 H

托人份额地'"A和牛集合 iI 划终止清算 H

必闭期 ，.集合计划和设Jtl1J 则

rr绞阴每个交易日开放参与和 i旦出1 委托人可以办理参与收务

开放期 t 和 ill:-H~~务，倒得笔赎回份额需涡足锁定期涡 121 月《含〉

的条件后才可以阳约巾消退出.



?首委托人持有的每笔份额在一定时期内不能市情贱困的一段
锁也阴

时期

指委托人根据本集合资产管理计划蜕定的条件迈出集合计划的
退出 z

行为

委托人计划退出的的 1个工作日 σ~10 日).在预约理由日，管理

人接收技资者泡出卒讨划的申请投资者应予 T-IO 日下午 4:30
预约 iJl出臼

"可按规定格式向管理人提出迈出申请役白人提出退出申请不

符合上述时间集求的，该退出申请无效.

会计年 1J1.， 指公历每年 I 月 1 日起至当年 12月 31 日为止的期间

分级 本u，合资产管理计划不分级.
指由集合训划登记结算机构为每位集合计划的委托人边、正的

n佳的账户记录其全部符有的由该登记结算机构办理登记结
集合计划]账户

算的所有集合计划份额及其变动情况每个委托人将有的集合

计划份额以登记结算机构的记录为准.

集合计划交易账 指推广机构沟集合计划的每位姿托人建立的账尸记录委托

r' 人通过该推广机构买卖所有集合计划份板的变动及结余情况.

集合资产管翠讨
指依据有关法律法规和蛋托人的志愿委托人参与的本集合

划资产或委托投
资产管那汁划的资产.

<1ì览产

本芽、合计划业绩比较基准仅供委托人参考 l 并非作为管理人向
集合资产管理 if

委托人分配本集合计划收益的承诺.委托人所能获得的段终收
划业绩比较基准

MX 卒集合 it 史性际收益为准实际收放在二集合计划和 ~.IJ，收入.
l法实际收益

投资收益和其他收入扣除捕关费用后的余额.

委托人集合资产 细注册登记机构给委托人开立的用 3 记录委托人符号 j牛集合资

管理计划账户: 产管理计划份似情况的登记账户

指集合资产管理计划通过发行计划份额方式募集资金，并依法
集合破产管理计

近行布价证券交易等资本市场投资所形成的各类资产的价值总
划资产总值

和.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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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合质产管理计
指m合资产管理想计划资产总攸扣除负债后的净资产值

划资产净值

集合资产管理计
指集合资产管理计划资产净值除以计划总份额

划份额净倪 z

集合资产管理计
指人民币 1∞元

划份额丽值

集合资产管理计 指计算评估 lIi合资产管想计划资产和负债的价值，以确定集合

划段产伯值 资产管理 ì!-1:IJ资产净值的过程.

指本集合讨划合同当事人不能预见、不能越兔并不能克服的客

观情况包括但不限于战争、自然灾害、骚乱、火灾、突灰怯

公共卫生事件、政府衍用、没收、法律楼规变化或其他突发事
不可抗力

件、注册登记机向非正甫的暂停或终止业务、证券交易所正常

暂停或停止交易由于证券交易所及登记结算公司发送的数据

错误有关会材政知变化等.

6



第三章合同当事人

、委任人

签订《日信证券长安 2 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集合资产管想合间》的投资者即为本

合同的委托人.

个人填写

姓名=

证件类型 B 证件号码-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伯地址z 邮政编码，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联系电话=移动电话-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电子信箱(必须填写)，

其他 z

机构填写

机构名称法定代表人 z

通信她址:邮政编码 z

代理人姓名 z 身份证号码 s

联系电话，一一一一一一--一电子信箱(必须城写)， -一一一一一一一---

其也 z

二、管理人

名称:同融证券般份街限公司〈以下简称"国融证券")

法定代表人， ~K智可
联系地址 z 北京市国城民闹市口大街 1号长安兴揭融中心商梭11尼

联系电民， 010-83991537

传现自 010-臼991818

联系入赵在荧

三、托管入

名称:勘括在很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入 J 字伏 9:
，

，



�

注册地址， Ã津市 ι司东区黯河东跻 218号

邮政编同 3ω12

联系电话 022-58555979

4在4，022.58314791

联条人斗林

s



第四章集合计划的基本情况

、名称与类型

名称:日信 iiB乡长安 2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类型固定收益类产品:私募产品，仅因向民院承受能力 CJ 及以上等级的合格

役资看法行维 1

二、规模、投资范阁、技资组合比例〈含固定收益各类资产的配置比例〉

〈一〉目标规艘及人数限制

推广期及 4字续则规做上眼均为 '0 亿份，单个客户首次参与金额不低子 1阳万元
人民币，客户数不超过 200 户.如因监管条款变动，适合本集合计划的首次认购起点

金额发生改变!变更后的首次参与起点金额将以管理入公告为准

〈二)投资范闷和投资组合比例〈含闵定收益各类资产的配宽比例〉

本主任合iH)l具体投资范阳和投资组合比例如 f ，

1、投蜜范罔

债券在银行归]市场相交易所市场交易的同债、失行~宿、各类金融债〈含政

放性金融饰、次级债、温合资本愤叼工级资本债、证券公司债、证券公司次级债券、

非银行金融机构侦等)、地方政府债、企业债、公司债〈包括在证券交易所及机构问

私募产品报价与服务系统发行的非公开发行公司债等〉、项目收怪愤可转挟债券、

可交换债券、可分离交易 f;lí券短期融黯券、姐短期融资券 '1'期15据资产支持证
券 ω 挠产支持受益凭证， k续债、同业在单以及非公开定向债务自在资工具 (PPN) 以

及凭他债券.

货币市场工具类包括现金、货币市场基金、领仔存款、债券国购.

其他类产品， t费并型基金、分级提金 A 级、混合类雄金、指数类基金、券向收益

凭证、商业棍行理财计划等

命融衍生 Jι具旧债期货《仅限于套期保健) �

如役号挂起出上述投段范闹的其他金融产品须各方协副一孜并按阳台同变更流程

对产品合间进行惨改.

E



�

2 投 >'i 比例和固定收益各类资产的配置比例
债券观念、银行存款、货币市场基金债券边归购投资等伺定收益关资产合计

占资产怠值的 80-100%

国债 JIjJ货〈仅限于套期保值〉、债券型基金、分级基金 A 级、?但合类基金‘指数

类萃金、券商收"'凭证、商业银行理财 il 划等合计占资产总值的 0-20%.

本集合计划投资于在款、债券等债权类资产的比例不低于 8C悦，非因 11型人主观
因素导致突蔽比例限制的，管型人的当征流动性受限资产可出 1'1. 可转让或在恢复交

易的"个交易日内调整至符合前述比例

木产品的总资产不得超过该产品净资产的 2ω..
卒集合 il划投资组合在固定收益各类资产上的配直比例!将严格遵守栩关法体法

规的规范 a

'"短期融贸券的情项评级为 A 一1级

'"倍用债的主体或在侬项评级为 AA (含〉及以上

(J) 投资于自飞只债券的数最不包过该债券发行总额的 20%且不得超过计划净值的

40%

〈的侦券正阴购 z 融入资金余额不起 lìi计划资产净值的 40%:

(5l 法律拮规、中间证监会以及本合同规定的其他投资限制.

本集合计划自成立之日或投资范围交旦起三个月内使 'li合资产管理计划的投资

组合比例符合资产组合设计要求.

受托人在此同意授权管挝人可以将集台 it划的货产投资子 \z理人及与岱理人有

关联关系的公司发行的证券或承销期内承俏的证券.在发生上地所列投资证券事项

时管理入按照或 4非法规及中回证监会的 i'关规定!应当将交材结梨告知托管人，同
时向证券交易所报告跑过资产管理季度报告向委托人披露.

如1冈证券市场波动证券发行人合并‘或产品开放市赎等非管现入主观因素导孜

本集合计划在 i 述 (1) -臼〉固~收益各类挠产上的配置比例被动超标!管，嗖人应在

起标发生之日起在具备交易条件的 JO个交易日内将配置比例调整至许叮范图内.如
遇限铛朗等原网导致交易条件不具备，则上述期限自动顺延，具体贩延时间囱管男人

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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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悴拔规成中罔证监会允 i牛集合计划投资其他品种的管现人在履行合同变更程

序后可以将其纳入本计划的投赞范因.

三、管理期限

本集合计划不设固定存绞期限!若出现集合资产管理合同约定的终止悄形时，终

止本m合计划，并实施滔算.
四封闭期开放湖、锁定期 z

(-)封闭期 4集合计划不设封闭朔.
〈二〉开放期， i￥续期每个交易日开放参与和坦出委托人可以办理参与业务和 1

2挂出业务，但饰一笔赎回份额需涡足锁定期满 12 个月〈含〉的条件后才可以侦约申

请退出.

(三〉锁定期?本集合刊划锁过期为句笔份额确认后的 12 个月〈含).自份额

确认之日也饱满 12个月之对应日为锁定栩如 l期日，如遇节假日顺延至下先易日

五、集合计划每份额面值

1.00 7C.
六、切次参与本集合计划的最低金额

首次参与的后低金额为人民币 100 万元.在报广期或开放朋追加参与资金的结低
金额为人民币 10.0∞元.如囚监管条款变动，后合本集合计划的首次认购起点金额发
生改变 j 变更后的首次参与起点金额将以管理入公告为准

七、集合计划的风险收益特征及适合推广对象

4'集合计划属 J- R3 以防等级的证券投资产品.适合椎广对象为风险承受能力 C3
及以上等级的介恪投资者.合格投资者的标准详见本合同第 5 ，在统合H划的参与初坦

出.

八、推广机构及推广方式

(-)推广机构凶脏证办股份 ii限公司以及中同证监会认可的与管理人格署相

关协议的其他推}机构.

【二〉推广方式=

管理人报广人应将集合资产 11.F1合同集合资产管理计划说明白等正式推广文

件置备 fj在广机构也业场所 .4集合 i/-划陪当 l面向合格投资者非公开推广合格投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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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累计不得跑过 2皿人.推广机构应当了解客户的投资需求和风险偏好，详细介绍产

品特点并充分揭示风险，推荐与客户风险承受能力柑 E配的集合计划 j 引导客户审侬

做出投资决定.禁止通过签订保本保民补充协议等方式 I 或者采用虚假宣传、夸大预

期收益和商业贿赂等不正当子段推广集合计划

管理入及推广机构应当采取有效措施，并通过管理人、中因证券业协会中国证

监会电子化信息披露平台或者中肉还监会认可的其他信息披露吁'台，客观准确披露集

合计划备案信息、风险收益特征投诉电话等使客户详尽了解本集合 H划的特性、

风险等情况及客户的权利也义务 I 但不得向合格役资街之外的单位和个人募集资金，

不得通过报刊电台电饵台、互联网等公众传仍然体或者讲赂、报告会、分析会等

方式向不特定对象豆传报介.

九、本集合计划的各项费用

(-)参与费用鹏也

{二〉思出费用 z 仍也〈违约退出情形下的坦出费;在自本合同另行约定)，

〈三〉管理费本产品管理费包含回应管理费和业绩报酣

1、固定管理费斗机为0_60%1年

2、业绩报酬的计算方式详见木合同第"苦苦集合计划的费用.

(四〉托管负 0.03% 年

(五〉其他货)ij，证券交易费用、审计资信息披露费、协师资银行结算费用

开尸费、转托管费等交易货详见本合 I司第1二章集合计划的费用之约定.

u



第五章集合计划的参与和退出

一、集合计划的参与

〈一〉参与的时间

l 维广期参与

在推广期内，投资者在工作臼内可以参与卒集合计划.*集合计划的具体推广期

以管型人的推广公告为准.管理人可根据集合计划销但情况在篡集期限内适当延长或

缩短集合计划的发 t当时间，并及时公告-
2. <手续朋参与

在续烟，本集合计划成立 H起每个工作日为开放中购日，委托人 ~J以办理参与

业务.

【二)参与原则

1、投资在夜将要求

适合推广对象为风险承受能力口及以 j 等级的合格投资者.

合格投资者是指具备柑应风险识别能力和风险承担能力，投资于单只资产管理产

品不低于一定金额且符合下列条件自然人不注入或荷其他组织.

(ll 具有 2年以上投资经历，且满足以下条件之家庭金融净资产不低于 300

万元!家庭金融资产不低于皿 0 万元，或在近 3 年本人年均收入不低于 40万元 1

(2) 最近 1年末冷资产不低于 10回万元的法人单位.

(J) 金融管理部门悦为合格役资者的其他情形.

如闵监管条款变动，远合本集合汁划的合格投资者认这条件发生改变变更厉的

合格投资者认定条件将以管理人公告为准.

2 投资者不得使用贷款、发行债券等筹集的非自有资金投唆资产管现产品

3 本集合计足 'J采用电子签名合同的方式签字号，委托人夜各销售冈山绥署电子

合同.电 T合同在管理人、纪管人委托人三方元成签轩且委托人怯合同约定将参
与资金刻入指定照 F' 并经拉倒登记机掏确认有效后成立委托入股当如实促供与按 1些
电子辛辛名合同帽关的信息和资料!管理人和其他推广机构应当位照有关规定对沓托人

提供的信息和资料进行审盒并如实记录.委托人保证其所提供的信息及资料真实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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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元始. ~!t!IJ应当承担由此造成的一切后果.

4. ..金额参与'原则I 邱参与以金额市消本集合计划的单个委托人首次参与教

低金额为 1∞万元人民币，追加参与的 Iil低金额为人民币 1万元.

5、本集合计划在推广期参与采用"己知价"原则，即以集合计划面值参与.

6. 4-集合计提陆开放市购日参与采用 a未知价"原则，即以参与日集合计划的

单位净值参与.

7 委托人的参与资金在集合计划成立之前所产生的利息折成集合计划份额的，

该份额归委纪入所有，参与资金的利息以注册 üi己机构的记录结果为根
8 委托人在开放巾购日内可以多次参与本集合计划，已经受涩的参与~谓只能

在当日交易时间结束之前撤销.

9、本集合计划征存级期内』着汗放日当日的参与审请全部确认后使得本集合计

划的忌份额超过 50亿份豆豆客户数超过200户的则对该开放日有续参与巾请果用"金

额优先+金额阳等情况下时间优先"的原则给予部分确认未确认部分的参与款项退

还给委托人.

4三〉参与稳序

1、参与程序和确认

(1) 投资者技推广机构指也说业网点的具体安排，在推广朋/开放期的交纠时间段

内办理 z

(2) 投段者应开设推广机构认可的交易账户并在交易账户备足认购/中购的货币

资金，若交易账户内参与资余不足，推广机构不安理该笔参与申请 I

(J) 投资者签署本合 i'J后，方可。讷参与集合计划参与申请经管理人确认有效后，

构成本合同的 ii放组成部分
(4) 投资者参与市诸确认成功后.~参与市请和参与资金不得她梢 z

(5)投资者仔续闭参与的 1 投资者于 Tl:lm 交参与市诸后 "1以 r.2 日后在办理
参与的"业网点盒沟参与确认情况.役资者报广则参与的可子 ii划成立肝 2个工作

日到办理参与的营业网点查询参与确认俏况.

2 参与的注册登记

段资者参与成功后，注册登记机构在 Hl 日为委托人登记仅益并办野性册登记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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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街停参与的悄形

如l出现如下情形集合计 j拥王军人可以拒绝成街停集合计划委托人的参与申请

(1)战争、自然灾富等不可抗力的原肉等孜集合计划无法正常运作

(2) 管翠人认为本集合计划出现或可能出现超额算纯情况或客户数超过 2∞户等

不符合本合同约定

。)证券交易场所在交易时间非正常停市，导敛无法计算当日的集合计划资产净

值.

(4) 岱理入认为集合计划资产规候过大 j 可能对集合计划业销产生负面影响从而

损害现有集合计划;;托人的利 fr:l;

(5) 集合计划管理人集合计划托管入或注册鼓记机构的技术保院或人员支持等不

充分

(6) 推广机构对委托人资金来源表示疑虑 I 委托人不能提供充分证明的

(η 集合计划管理人认为含有损于现有集合计划委任人利益 1

(8)法律法规规定或中国证览会认泛的其它可信停参与的俯形.
发生上注 (l)fiJ(5)、(7)、(8)项暂停参与借开乡时!集合计划管理人应当在管理人树站

公告委托人.

《囚》参与费及参与份额的计算

1、参与费率

本集合计划参与费用为 o.
2 参与份额的计算方法:

(1) 推广崩参与份额的计算 1 参与份额~ (参与金额+维1 期利息 )1 集合计划

份额面 lI!. 参与份数保留小数点后两位小数点后第二仿囚合瓦入.

(2) 在续划参与份苍白的计算

参与份额=参与金额/集合汁 ~IJ份领~但.

参与份 f<保留小数点后两位 j 小数点后第三位四舍五入.

本集合计划管理人在在续期内可使用"金额优先+金额同等情况下时间优先"方法

对集合计划参与总规校实行限敏控制.

1



〈五)参与资金利息的处翠方式

委托人的参与资金缸推广则产生的利息 U将折算为计划份额饲委托人所有参与 !i

金的利息以注册登记机构的记录结果 hi1t •

二、集合计划的退出

本计划实施预约迫出机制

〈一〉预约泡出

本集合计划 11续期内，管理人按照委托人徒交的充足约退出取请，为 2主办理份额退

出

4>计划预的也出口为委托人口划退出的阳才个工作日 σ~1O 日)在预约退出日

管理人接收投贤在退出本计划的印访.役 !i~陇于 τ10 日下午 4:30 曲技规定格式向

管理人提出远山均情且申请退出的份领需要持有期满 12 个月，投资人提出泡出巾请

不符合上述时间及扮街期限要求的， j:知旦出申请正统.

〈二〉远山的原则

1、"未知价"原则，以坦fB$访受理日 (T I:l)的份额单位净值进行退出金额汁算:

2. .份额i1Wl" 原则，即退出以份领取请

3，"先进先出"原则，即对委托人在该然广机构参句的集合计划份 W!:i1tt:i'退出处
理时参与确认日彻夜先的集合计划份额先坦出，参与确认日期在后的架合计划份额

后退出

4、当臼 ír-)i旦出申请可以且只能在当日交易时间结束之前撤销 z

5、除非巨额 j旦出逃出般不受限制

6、若;在笔迟出导致该委托人在某推广机构持有的份在民如 f 100 万份， !QIJ管理人

街仪要求该委托人余额部分起退出

〈三〉远山的阻炸事l附认

1. i旦出申请的提出

职约削退出，委托人应 1预约溢出 n -F午 4:30 前按规定格式向管理人提出迈出市

1育

2、i旦出申请的确认

管理人及注册毁 i己机构在退出口的 F 工作日 (T+l 日)对庭出交劫的有效性进

"



行确认.委托人跑前可在 H2 日到j网点资询退出的确认悄况

〈囚)泡/tj款项 "1付
若拉册登日机构确认委托人退出申请成功，迫出款项 fT+2 日内从托管账户中 ~I

出.如集合计划出现暂停估值的情形时，管理人与托管人协商后 I 可以将划拨日期相

向顺延.

〈五)退出资及泡出份额的计赞

1、退出费用及收取方式

本集合计划无退出费用. (边约坦出悄%节的 iIl出费率和退出费用计算方式囱本

介同另仔约定〉

2、溢出金额的计算方法

才三集合计划泡出时以远山ψ访受理日 <T 日〉对应份拟的份额净值作为计价基准

进行温州金额计算.退出金额的叶算公式如下 g

迫 1fl金额 ~T 日对应份额的份额净值 x退出份额业绩报酬〈如有 1 诈见本合同第

12 ~集合计划的费用. )

上迷计算结果均以四合 1i入的方法保韶小数点后两位，由此产生的差额部分汁入

集合计划资产的损益 E

〈六)单个委托人大额退出的认定、申请和处理方式

本身i合计划 k单个受托人大拟 i旦出安排.

〈七〉巨额退出的认定和处理方式

1 巨额迈出的认注:

单个开放日，委托人当日军 :iJ~净庭出申请份额〈坦出中清总份板;如除参与 ψ情总
份额之后的余额〉超过上王作日集合 ìt划总份额数的 15%时，即为巨额崽出.

2 巨额迫出的顺 f1'、价格确定和款项支付

发笠巨额迫出时，管理人可以很衍本集合计划当时的资产组合状况决定余额 1且

由、创分贩延 J足山.

金额 iß出当管理人认为育条件支付委托人的退出巾访时，拔正常退出程序办理.

部分顺延退出当管理人认为支付委托人的退出申请可能会对计划资产净假选成

较川崎时管理人在当日技交净退出比例不低子集合刊总份额 15%的前提下对

"



其余退出申请予以延期办到.对?当日的退出申请，将按单个姑户退出巾请量占退 tH

申请总量的比例，确定当日受理的思出份额，未能受理的 jlHH 部分!委托人可运押延

期办理成撤销退出巾泊.对于选抒延期办涩的忍!且申请』管理入将在下一个工作日内

办理，依此炎锥班主全部办理完毕为止，但不得起过正常支付时间 20 个工作臼。转
入 F-个工作日的迫出市话不享有优先仅.

暂停退出 z 连续两个或以上开放日监生巨额退山的管理人可以暂停接受泡出市

谐，已经接受的退出咿请可以延续支付退出款项.暂停和延缓期限不得超过 20 个工

作日，但滔不可抗力等特殊俯况时不受」述时限的限制.

管理人可以根据集合计划运作的实际情况在不损害委托人利益的町徒下 E改上
述退出安排.*集合计划退出安排的更改将退循本合同安史的相关程 L序.

3、告知客户的方式

发生巨额退出并延期支付 al 管理人应在 3个工作门内在管理人指定网站公告

并说明有关处理方法.

川口拒绝或宵停迈出的悄形及处理

发生下列悄形时 .1'1型人可以拒绝或暂停受理委托人的坦出阳请
1、不可抗力的原冈导致集合 ìL\.IJ无法正前运作

2、证券交易场所交易时间非正常作市，导致当日集合 it-:tl)资产1予值王法计算

3、管理人认为;要受某笔戒某些 ill出咿谙可能会影响或损占;现有经托人和J越时
4、法律‘行政法规和中南证监会认定的其他的形或其他在说明书资产管理合

同巾已载明且中闷证监会无异议的特殊悄形.

〈九)j 圣约退出的衍形及处理

1‘边约退出的认定

釜托人如在本~、合计划的 If绞期间 i旦出申请份额未满 12 个月盼、定期退出4>集合

计划，为 4委托人边约，属于违约思山.

2、法约退出的处想

(J) 边约温州的程序

受托人边约退出的 I 需向管理人提供书囱违约 i凰山ψ诸文件.管理人审核同意后

由本计划注册登记机仰自核办现豆支出推广机内代为办理边的理出申请委托人违约退

n



出的具体将停以及办理边约退出业务时应提交的文件和办理子续办理时向处理规

则等在遵守《集合资产管理合同》和《说明 4ll 的前提 F 以管理人的具体规定为准.

委托人连约 ill 出的具体份额以注册登记饥构的确认结果为准.

(2l 违约退出的价格

违约退出的价恪 "j;j管理入市核同意后、注册位记机构或她广机构正式受理边约退

出取消当日的计划份额净值.

(3lψIJ!f. 报酬的计提

详见本介同第 1"益集合it 划的货附.
〈的违约泡出费用的计算

委托人边约退出的， I也支付净退出金额(扣除应计徒的业绩很附后的实际迫出金额}

的 J%作为垃约退出费用，边约退出费用金额归入集合计划财产，子边约退出时汰

性支付.

边约退出费用的具体计算公式如下

边约 ill 出费用~违约理由的份额 X违约溢出的价格应 i;l-挺的业绩报酬〈妇;有II

×违约退出费孝

i主约坦出时!委托人实际取得的退出金额的计算公式细节

实际取得的退出金额'边约迈出的份额 x，圣约退出的价格一应计挺的业绩报附

〈如有}一边约退山费用

上述涉及违约退出金额的计算结果均保酣忡数点后两位，小数点后第三位囚舍

五入，由此产生的差额部分 '1入集合计划夜产损 liii:.

3、边约温出自由原则

(Il 不得远反法律句行政法规和中间证券监督管型委员会的相夫规定，

〈引不得边反集合资产管理计划合同中的相 x约定，
(3l 不得损害其他份额持有人的利益不得损害剩余的集合计划的资产仪益，

(4)违约迫出业务必须经集合资产管理计划的路有入申请，经管理人内部审核
通过后方叫予以办理.管型人经审核后认为 i圣约退出业务可能寄往注反法律法规、拍

管政策以放本合同约定的 l 有权拒绝办到.

4、"合同呆子通约退出条款的约定不代表委托人退出 E扫清份制一定可以来满 1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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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月的锁定期迈出本 JI1合计划，在远约退出边背法彷法规、监管政策和本合同约定、

损警其也份额持有人的利益、损害剩余集合计划的资产权益以及其他管理人认为不适

宜办理连约退出的情形下，管想入 ~J有权拒绝办理委托入的违约退出申请.

三、提前终止条款

集合资产管鲤计划管理入可提前终止本综合计划.本集合计划管理入实施提前终

止本集合计划的原因包括但不限于，国家金融政策出现司巨大澜'在 2 证券市场、投黯标

的出现重大变化并影响到本集合计划的正指运作以及本集合计划管理人规定的其他

原因.管理人应于提前终止的一日公告.

"



第六掌管理人自有资金参与集合计划

、自有资金参与退出的条件、程序

管理人可以以自有资金参与本 lI!合计划自有资金参与本集合计划的持有期限不

低于 6个月.自有践金参与、迟出的条件和程 U序同假委托人

二、推广湖和在续期参与集合计划的金额和比例

管理人自有资金参与本统合计划 W 金额具体以管理人公告为准但自有资金参与

本集合计创份额比例不得超过本计划总份额的 15%.

国集合计划规模变功等客观因家导蚊自有资金参与集合计划被动超限的管理人

应在 5个工作日内办理超出份额的退出程序.

为解决流动位风险，在不存在利 II冲突并遵守合同约定的前挺下管理入参与的

自有资金参与、退出不受上述比例怀在期等限制.

三、收益分配和责任承担方式

管理人臼有资金参与份额与其他委托人持有计划份额享有同等参与收益分配的

权利.

管理人自有资金参与份额不对其他委托人承担保本保收益责任.

四风险揭示和信息披露

本集合计划管理人以自有资金参与本集合 il划，将同一艘委托人臼行承担冈投资

卒集合计划带来的技资风险.

管佳人自有资金参与、退出时应当提前 5个工作日通知托管人并以临时公告的形

式涵过管理人的网站 (www.grzq∞m). t在广代销机构问站或阿点、或其他途径和万

式及时向客户披露.

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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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集合计划的分级

本集合计划不设分级安排

第八章集合计划的成立

一、集合计划成立的条件和日期

〈一〉成立的条件

集会计划的参与资金总额 4、低于3回0万元人民币且其委托人的人数为 2人(含)

以上且不足过 200人!并经管型人聘请的只告证券相关业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对货'

合计划进行验段并出具验资报告后，管理人宣布本集合计划成立.

〈二〉集合计划的成主时间

本集合计划成立的时间为计~管理人根据《管理办法，及相关法规规定发布集合

讨划成立公告的日期.集合计划设立元成的，委托人的参与资金只能存入证券登记结

算机构指定的专门账户募集专户，不理动用.

二、集合计划设立失败

u二合计划推!期结束!发生卡列情形之一的集合刊划设立失败管理人，"拥集
合计划的全部提广费用，并将己认购班金在推广期结束后 30 工作日内 i且还集合计划
委托人认购唆金产生的和~.~.自报广期结束之日起至 F 个结息日后的 1i介工作日内

退还集合计划委托人各方豆不承担其他责任利息金额以本集合计细注仙登记机构

的记录为准.

〈一〉未满足集合 iU:IJ成立条件

〈二〉推广期内发生佼不集合计划无法设立的小可抗力事件.

三、集合计划开始运作的条件和日期

〈一〉条件

白综合计划宣布成立即符合开始运作的条件.

〈二〉日用

"



4!1!合计划自成立之日起开始军作.
四、集合计划资产的管理方式和管理权限

〈一〉管型方式

本集合 ii":M资产出管理人管理并由托管人托管，并独立于管理入及托管人的资产
及 J\管理托管的其他资产

〈二}管理权限

木然合计划由管理人管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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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集合计划账户与资产

一、集合计划账户的开立

托 11入为本集合计划开立苦奋金账尸及其他相关账户资金账户名称应当为"口信

证券长安 2 号织合资产管理 il 划.证券账户名称:日信证养渤梅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民主ζ2 号m合资产管理计划". {备注睬户名称以实际开立账户名称为准 1

资金账户〈即托管账户〉信息如下

户名日侦证券 K发 2 号集合资产管型计划

账号， 3四Oll0605200侃。。
开户行副梅割昆 1>北京分行背业部
管窍人委托中留证券在记纺第行民负任公司担任本集合计划的注册登记机构，并

承担相 j必受托出任.比册登记机构 'JJ委托人开立集合计划账户用于记录委托人持有

的本集合资产管理计划份额

二、集合计划资产的构成

〈一〉银行存款和应汁利息

〈二〉侦券类产品、货币雄金唱债券慕金等 m合计划投资所形成的各类 {.f价证券

及其分红、收 i\Ii);lx应收利息.应收红利具体种类 m 投资范闷约定

(三〉结算备付金足其成计利息 z

〈阴)f>'l收证券交易;由贷款

{五〉应收参与款

〈六》交易你证金及其应计利息 L

〈七)其他应收的款项、根据有 Á规正缴纳的保证金等只他资产.

三、集合计划资产的管理与处分

架合计划资产由托管人优管，并独立于货理人、托管人及注册镜记机构的自有资

产及其管理、托管的兴他号资产.管理人或托管人的债权人不得对集合计划资产行使冻

结扣押及其他权利.除依照《管理办法》、《实施细则》、《集合资产管理合同》、《集

合 i1划说明书》及其他有关规定处分外， ft巳合计划资产不得被处分.

"



第十章集合计划资产的托管

本集合计划资产以交付商业银行托管方式托管，托管银行为渤海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并签署托管协议.

委托人签署本合同的行为本身即表明对现行证券交易登记结算制度下托管人托

管职能有充分的了解，并主素受本合问约定的托管职责和范围

托管人的托管职责以托管协议的约定为准，如本合同、集合计划说明书与托管协

议冲突，相关约定以先管协议为准.

"

�



第十一章集合计划估侦

管理人应当制订倪全有效的估值政策和程序，并定期对其执行效果进仔评估，

保证集合资产管理计划估缸的空平会型

(-)贺产总值

集合计划资产息值是但其所购买的各类证券、 m仔存款本息、集合计划各项应收
款以及其他资产的价值总和.

〈二〉资产净侦

集合计划资产净值是指集合计划资产忠值减去负债后的余额

〈三〉单位净伯

集合计划单位净值指集合 ìti':IJ资产净值除以集合 iI 划的份额也数所得的数值.

〈四〉价侦H的

客观准确地反映集合计划资产的价值.经集合计划资产值值后确定的集合计划

单位净值，是送行信息披露计算参与和退出集合计划的基础.

〈五〉估值对象

!t台计划所拥有的债券、基金和银行在 :x本息、应收款项、其它投资等资产 E

〈六〉伯倪H

估值日指本集合 ij"i\IJ成立后的何个工作日即上沟证券交易所和深圳证券交易所

的正常交易日

〈也〉估值方法

估值]-巨符合本合同、们，E券公司客尸 gE产管殖业务规范》叶'的估值原则《证券公

司客户资产管型业务伯值方法指剖队及其他 i1J非法妮的规定，如让抖'法划未做明

确规定的!盔、阳行业通行做法处理.资产管理人、资产托管人的的值数据院依据介泣

的数据来探蚀'!取得.对T债券类投资品种的倩侦 M依据巾国证券业协会基金价值工
作小组的指导意见没指寻价格伯值

1 债券的但方法

(1)同债券同时在两个或两个以上市场交易的，按债券所处的市场分期 %1飞倪.

"



(2)在证券交易所市场技牌交易实行净价交易的债券按他值日收盘价估倪估值
日元交易的!且局近交易日后经济环绕未发生豆大变化技局近交易日的收盆价价值 I

如果价低日无交易，且很近交易 H后经济环揭发生了熏太变化的可参考监皆机构相

行业协会估值意见或者参考炎似投资品种的现行市价及重大变化因豪，调繁般近交

易日收盒价，确定公元价 10进行伯伯对于无法取辈收盘价的交易所债券，放阳、成本

价估值.

(均在证券交易所市场挂牌交易未实行挣价交易的偏券怯估值日收钱价减去所含

的债券应收和~.H得到的净价进行价值俗值口无交易的，且最近交易日后经济环槐未
发生蓝大变化技"近交易日债券收盈价减去所含的债券应收利息得 fIJf'8 ，'-J't价他值 g

如*佑值日元交易，且鼓近交易日后经济环梳发生了豆大变化的， IlJ参考%<管相构和

行业协会价值应觅，或者类似投资品种的现行市价及司巨大变化因素!调整最近交易日

收盒价确定公允价值边行估值对于无法取到收盘价的交揭所债券，按照成本价佑

值.

(4)首次发行未 i 市债券采用的值技术确泣的公允价值逃 Ii他值，在价值技术难
以可靠计量公允 ffi俏的情况下位成本估值.

(')在对银行向市场的罔定收益品种价值时，应主"依据第三方估值机构公布的

收益率伯线及估值价格.

(6)债券计息资产技照约定利率在持有期内逐日计提 M 收利息愤养计息方式核
税前计阜

2 投资证券投资基金的价值方法

(1) j享有的货币市场基金，按估值目前一交易口基金管理公司的每刀份收益计算 z

(劫持有的场外基金〈包指封闭式基金上市开改式华念也 oFl 等〉怯伯倪日

前交易日的拉金份额净也 lð倪估值日的一交易日基金份额净值无公布的彼此前

最近交易日的某金份额，争值估倪

(3) 持有的交易所基金〈包括封闭式提金‘上*开放式基金(凶凹如按伯值

日其所夜证券交易所的收盘价估缸，伯也日元交纳的以是近交易日的收盘价估值

如果伯值日无交易且级泛交易 H后经济环填发生了司巨大变化的，将多考监管机构或

行业协会有关规定调程最近交易日收缸价确定公允价值进 ü佑值 i

"



(4)在仔何悄况"资产管理人如采用本项第 (1)-(3)项规定的方法对委托财产
逃行伯伯均应被认为采用了适当的伯俄方法但是，如果货产管理人认为按本项第

(1)-(3) 项规定的方法对委托财产法行佑值不能客观反映某公允价值的，统产管理人

可恨据具体情况，并与资产托管人商 31:后，按鼓能反映公允价值的价格伯值.

3、存款和债券回购的仙也方法

始有的白行存款利债券回购以本金列示，按协议或实际利率>，日确认利息收入.

如提前支取或利率发生变化管窍人及时送行账务调整@

4、国侦期徒伯伯方法

因债期货核馅值日的结算价伯伯的优日无纺算价的以到 b丘交易日的结算价伯

值

5 第1有确尚 1正组表明枝上述规息不能客观反映集合计划资产公允价伯的!管理

人叮棍挝具体悄况，在惊合宅虑市场成交价、市场报价流动性收益率幽线等多种

因素基础 L 在与托管人商议后，技烧能反映集合计划资产公允价值的方法估缸.对

于1述佑值方法未列明的新精投资品种，自管理人与托管人协商一致后进行估值.

如何新 Iì1'F项或变更事项技回家有关 lil新规定价值
〈八)的倪走到序

集合计划的日甫的俏丽管坦人进行托管人组核.用于公开披露的集合汁划啦位

净值向管理人完成估值后，将伯值结果加盖业务革后以书而形式报送托管人， lI!合计

划托管人遂行复核，托管人接收数据的邮箱为: BHTGDZZX@CBHB.COM.CN. 托管

人复核王讯后爷审返回给管理人.当管到人与托管人的估值结果不致时，各方应本

着勤勉尽贵的各皮监新计算核对.如果仍无法达成一致!应以管理人的他值结果为准-

如因管理人估倪恼误，由此给货合计划财产或委托人造成损失的，由'~汗人承担贫任.

托管人不承担责任.

由于证券交易所注仿冒记机构发送的数据铅 zE或其他不可抗力等原阴造成估值

错误的管现人和托管人兔子承担责任.

(JL )估值愉误与法捕的处理方式

管理人和托管人应采取必费适当.合理的措施确保资产价值的准确性和及时性.

当份额计价出现铺设时管理人应当也即予以纠正.并采取介理的措施防止损失边一

"



步扩大托管人应给予必要的配合.

囚份额净值钳误给役资人造成损失的合同各方应当拢削各自过错程度承伺赔偿

责任赔偿范嗣以投资人直接经济损失为限.

I、资产管理入计算的委托资产净值已出资产托管人复核确认，但归资产伯伯错

误给资产委托人 ili成损失的，由资产管理人与资产托管人弦照管理费率和托管费率的

比例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

2‘如资产管理人和资产托管人对委托资产净值的计算结果，虽然多次重新计算

和核对肖不能达成一致时为避免不能彼时彼霞委托资产净值的俯彤!以资产管理人

的计算结果对外披'"由此给资产委托人和委托财产革成的损失，资产托管入予以免

贫.

3、由于-方当事人提供的信息错误!另方当 l'人在采取 T必要合理的措施后
仍不能发现该错误 I 进而导敛委托资产净倪计算错误造成饺产委托人的损失!以及由

此造成以后交易 B委托资产净值计算顺延铅误而创起的资产委托人的损失，囱提供销

误信息的当驯入一方负责赔偿.

4、由 f证券交易所及其注川登记公司发 i萃的数据铺误或由于 1在他年可抗力原
因，资产管理人和旨在产托管人虽然已经里取必要.是当、合理的指施进行检 Ii. 但是

未能发现该悟误的自此造成的委托财产佑值档坝，资产管理入和资产托 IJ人可以免
除黯偿责任.但资产管理人和资产托管人应当积极采取必要的指施减轻或消除由此造

成的 2影响.
@迹内容如法 11l法规或监管机关另有规定的 I 技其规定处理.

(+)主铺处理

1 差销击是刑

本计划运作过程中，如果由于诠理人托管人、注册鞭记机构‘或代理销售机构

成委托人自身的过铅远成差锚，导致其他当吁:人遭受伊犬的 j 过错的责任人应当对自

T 该差彷遭受损失的 "j'!<人("受损方")核F地"差铅处理原则"给予赔位并承伺赔

信 lli任-
上遮羞锚的主妥类型包括但不限于 1 咬料备案是情、数据传输差错辈辈缉计算差

错、系统故院差桥下达指令差错等 z 对于凶技术原肉号 l起的提锚，和肉同行业现有

"



技术水平无核预见、无法避兔、无法抗拒则属斗可抗力 I 按照下述规定执仔.

由于不可抗力原因造成委托人的交易资料火失或被错误处理或造成其他差错，因

不可抗力原因出现差始的当事人不对其他当 )Ii人承担赔偿负任但因该结铅取得不当

得利的当 'll人仍应负有返还不当得利的义务-

2、差描处理原则

(1) 差情已发生，但简未给当事人滥成损失时差错责任方应及时协调各方，及

时选行更正，闵更正差错发生的费用白差错~伍方承担由于差错责任方未及时更正

己产生的差销，给当事人造成损失的山差销责任方承担"差措资任方己经积极协调，

并且有协助义务的当事人有足够的时间进仔更正而未更正则差锦责任方与到协助义

务的当事人应当分别承担相应的责任 l 但不限于赔偿责任卢明等.差错责任方脱对

更正的悄况向有关当事人选 fj确认，确保差错已得到更正 z

(2) 差饰的负佳方对可能导毅有关当事人的自德经济损失负责，个对阿核损失负

责，并且仅对差错的街关 n彼当 'Ji人负责不对第三方负 1世
(3) 因差锚而获得不当得利的当事人负有必时运还不当得利的义务但差错褒任

方仍应对差错负责!如果由于获得不当得利的当事人不返还或不全部运还不当得利造

成其他当事人的利益损失，川差橙黄任 h"t，~赔偿受损方的损失，并在其支付的赔偿金
额的范围内对获得不当得利的当事人享有要求 jß还不当得利的权利及要求获得不当

何利的当'人承拥 f且不足还或不全邮运还不当得利选成的损失，如果获得牙当得利的

当事人已经将此部分不当得利返总给受损方!贝 l受 19).万应当将菜已经获得的赔伤害贝加

上已经获得的不当得利垣边的忌和超过其实际损失的差额部分支付给差椅负任方

(4) 莱格调寝采用尽量恢复至极设未发生差错的正确情形的方式

(5) )在铺责任方拒绝进行赔偿时，如果囚管理人过岱造成 m合资产管理计划资产
损失时，托管人应为集合资产 'Î1型计划的利益向管理人也偿，如果因托管人过格造成

集合 lli产管理计划资产损失时，管理人应为集合资产岱理计划的利益而 J托管人忠偿.

除管理人和托背人之外的第二方 i阜成集合资产管理计划资产的损失 1 并拒绝法行

黯t~时，由管理人负责向稳销方迫偿，托管人应当给予必雯的配合和协助

(6) 如果出现是怕的当事人未按规这对受损方选行赔倍，并且侬据法作法规、本

合同或其他规定!管理人自行'"依据法院 '~1.足‘仲裁裁决对受招方"'担了赔偿责任，

"



则管理人有权向出现过铅的当事人或行追索，并乎 i权要求其赔偿或孙偿由此发生的费

用和擅受的损失，托管人应当份 F必要的配合和协助

(7) 技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原则处理差错.

3、差捕处理根市

差错被发现后，有关的当事入应当及时送行处理，处理的程序如下

(<)查明差始发生的原因，到哪所有的当事入，并根据经始发生的原因确定差挡

的资任方

(2) 根据差错处理原则或当事人协商的方法对因差错造成的损失进行评估

(J) 拟据差错处理原则或击、 '1'人协商的方法囱差销的责任方选行更正和赔使损

失

(4)根据差捕处理的方法需盟修改注册登记机构的交易熬掘的，曲技册登记机
构逃行更正，并就差错的更正向有关当事入进行说明.

〈十一〉暂停估值的情形

当 tll现于列情形致使 1配合计划l管王军人王法准确评估集合计划资产价值时，可暂停

伯也.但价值条件恢复时，集合计划管王军人必须按规定元成估值工作.

1、集合计划投资所涉及的证券交易所造法定节假日成肉其他原因暂停营业时

2 凶冲可抗力或其他悄形续使集合计划管理人也托管人无法准确评估集合计划

资产价值时

由于不可抗力原因!或由于证券交易所及注册登记驷构发 i萃的数据错误管理人

相托管人虽然已经采取必要、适当、合理的措施应行检查 I 但未能发现始识的自此

;n成的资产佑假错误!管里理人和托管人免除赔偿责任.但管理人、托管人庇当积极采
取必要的指施硝除由此站成的影响

〈十一〉暂停披露净值的悄形

1、与本计划投资有关的证券交易场所 ;J!l法证节倪门或因其他原因停市时.

2、园小可抗力或只他怕形放使管男人托管人无法准确评估算合资产管理计划

资产价侦时.

〈十二〉特财青形的处理

由于本计划所技资的各个市场及其景记结算机构发洼的数据错误，或由于其他不

到



可抗力原因!管理人和托管人虽然己经采取必要适当、合理的措施进行检斋，但是

未能发现该错误的或即使发现错误但目前述原因无法纠正，由此造成的集合资产管理

计划资产计价错误 .11班人和托管人免除赔偿责任.但管理人和托管人应当积极采取
必要的揭施消除或减少由此造成的影响.

囱子注册号记机构发迭的数据有议，处理方法等问于交易数据铛误的处理方法.

由号证券交易所及登记结算公司直送的数据错误有关会 ;1制度变化、管理人或托管
入托管业务系统出现豆大故障或由于其他不可抗力原因，管理人和托管人虽然已经采

取必豆、远当飞合理的措施逃行检查倒是未能发现该错汲或即使发现椅 IE但因前述

原因无法纠正而造成的份额净侦计算错误，管理人商托管人兔陈赔偿~伍.但管理人

托管入应积极采取必要的措施消除或减少由此造成的影响.

"



第十二章集合计划的费用

-、集合计划费用计提方法、计提标准和支付方式

(一〉管理货

本集合计划应向管理人支付管理费，管理货包括例定管理费和 ~kNi报酬.

1、固定管理费

固定管理费以前 -A 的集合计划资产净倪为基数，级 0.6%年的固定管理费旦在'"
B核算梭子支付.计算 h法如下 z

每日应计提的固定管理费金额 =PO.6%1365:

E 为前一日集合 iltJ资产净但.

管理人的固定管理费由管理人于"个同定管理费核算日向托衍入发送划款指令!

也托管人依据管理人划款指令从本集合计划资产巾支付若遇法应节假日休息日等，

支付日阴敝延如第-个固定管理费核算日距综合计划成立之日不足三个月，则当烟

斗法行费用划付 1 黑计至下一个回过管理费核算日一并支付

2、业绩才[ij'jlf

(J) 业绩报酬提取原则 g

1)按单一份额业绩报酬核算棚内计算的年化收益率参考业绩比较基准计提业绩

很酬.

2l 符合业绩报酬计提条件时!在本集合计支忖艾益分配基准日、委托人份额泡出

H 和本 !l<合计划终止清算日计提业绩报酬.
))集合iJ~IJ收益分配基准日和集合计划终止泊算日符合业绩报酬计提条件的，

管理入先计提业绩报酬，再向受托人分配收益或剩余资金.在委托人份额退出日符合

业锁报酬计提条件的 I 管理人应先将蛋托人申请退出的份额所对应的业绩报酬从迫 rU

金额中扣除后 I 再向委托人分配退出款.

(2l 业绩 I民刚的计提方式

4>集合计划业绩报酬计提日为本集合计划收益分配基准门、委托人份额 ill出口和

4>J定合计划终止泊算日，本 1M合计划将针对单份额分别确认其业绩报州核算期，业

"



绩很酬核算则是指针对单份额在前一个业绩报酬计徒 R或自民份额确认日款后〈以

下简称上一业绩报剧计促曰:如上业绩报到民计提日不存在，则为本组合计划成立

日成委托人巾购日) 3':4>:次业绩报酬计槌日期间.

管理人根据当个业绩报酬核算朗的单份额 1际年化收益率 (R) 俯况汁徒业绩

报酬 (H) 委托人所持甸份额以认〈 ψ〉购时间的不同分别进行业销报酬的核算和

计徒，具体计提创则如 1.F

实际年化收益率 (R) 计提比例 业绩报酬 (H) 计提规则

R<=s o HoO

R>， 80% H" 汉.-s)*80%*C*NI365

R~ (P)一PO) /酌*0651N) *100%

其中

R为当个业绩报酬核算则的单一份额实际 'c化收益寿iz
p，为业tti报酬 iI徒日的集合计划单位累计冷值

PoJ ，J上一业绩报酬计提日 <1'，'无上一业绩报刚计IJI日的，则为集合 il划成立日，Jt
委托人 IþWJB) m合计划的单位~:ij净值。

N为当?业绩 mrer.核算纫内单份额伴有 WjÍl~天数

C"上一业绩报酬计提 H产品眼位净值〈着元上业绩报酬计提日!则为认〈巾}

购时的集合 i1划单位净 110 .确认份额数:

g为业绩比较基准管理人将在集合计划锥广公告中公布本集合计划的业绩比较

基准.在本集合计划运作期间!告塑人可结介市场行情对集合计划业绩比较基准予

以调整，共体以管理入公告为准!原则上不级第变动.公告当日为业纺比较棋准变更

口，变更后的业绩比绞挫准自变更公告后的下个工作门〈如遇节假日顺延)开始 't
效.

本集合讨划业绩比较基准，仅作为管理人提取业绩报酬的依据，并非管理人向委

托人作山保本保收益的承诺，若本产品出现赎回困难，管理人不以任何形式垫付在

本集合计划资产出现极端损失的情况下，委托人可能而临无法取得收益乃泵王法取得

投资本金的风险.

业，t员报酬ii提日为收 '1分配核准日和本集合计划终止;自算 H的!管理人的业绩报
耐为全部集合 il';l:!J份额限据上还约定计算的业绩报酬之和业绩报酬计提门为圣托人

3歪



份额退出日的，管理入的业绩报酬为全部退出份额州街上边的定计算的业绩报酬之

初.

(二〉托管费

车组合计划应给付托管入托管费，以前一日的集合计划资产净倪为基数，核

0.03叩年的费和逐日核算彷孕支付.计算方法如下;

每日内计捷的托管费金额= PO.03O/，.I365

E 为前一日集合计划资产净值.

托管入的托管费由管理人于何个托管费核算日向托管人发送划款指令，囱托管人

依据管理人组款指令从本集合计也 l资产中支付若遇法定节假日休息日等，支付日

期顺延.如第一个托管费核算 Bi'l!集合计划成立之日不足三个月，则当别布进行费用

划付景 :11至下一个托管费核算日一井支付.
上述托管费为优惠后展终价格』自'"集合计划运作起执行〈优惠前的年托管费

率为: 0.1%)

与托管货有犬的例外条款或限制性条款 E 无.

托管费应划入以下托管人指定银仔帐户 z

开户银行:淄梅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账尸托 '11~务收入过渡户
户名。α 协00001262990011550

〈三)与本集合，1划相关的市付费、信息披露费和 t，师费

在存续期司发生的集合计划市计费、信息披露费和律师资在合理期间内摊销计

入1t台计划.
本集合 i才划的年度审 ìt货信息披露费和律师费 1 夜栩如注会计烦闷怯也线法在每

个臼然门内平均摊销.

〈囚〉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可以列入的其他费用

引民行结算费用、开户费转托管费、购买债券炎产品的交易费用注册与过户援

记入收取的相关费用等集合计划运营过得中发生的相关费用

1、'"仔结算费用，一次计入综合计划 l费用
2 银行问市场账户维护货，技银行向市场规底的金额『在相应的合计期间次性

3‘



计入费用

3、开尸费银行账户维护费、银行闭交易费、转托管费在发生时一次计入集合计

划]费用1

4、与集合计划运营旬关的其他费用如果金额较小，或者无法对应到相应会计期

间，可以一次逃入集合计划费用如果金额较大并且可以对应到相应会汁期间，应

在该会计期间内往直线 ìt:摊销.

上述计划费用 '1'第〈三)，(川〉项费用自管理人限招乎牙关法律陈规及相应协议的
拟定，核费用实际支出金额支付集合 11":1:IJ发生的银行汇划费和其它银行手续费 I 核

虱际发生额由托管人从托管帐户中丘接扣除，无须由管理人发出划款指令于银行问

及交易所巾场进仔交易产生的费用商托管人恨缸《自动支付中尖囡债登记结算有限责

任公司费用授权书 1I( 自动支付上海泊算所货 IIJ役枝书 }I( 白动主付证券交易所开

户费用授权书》从托管账户进行划付.

二、不列入集合计划费用的项目

集合计划成立前发生的货川以及存钱朋阐发生的与推广有关的费用，不在计划

'"产中列文，管理人和托管人因未阳行或朱元全履行义务导致的赞 JiJ支出旦旦集合计划

资产的损失以及处想与集合讨划运作无关的事项发生的费用等不列入集合计划费用.

其他系列入 w合计划货用的具体项 H依据中用证监会有关规定执行

三、税收支出

本集合计划运作过程巾涉及的各纳税主体其纳税义务技网客税收 i".tiMt: 划执

11' •

按 1 资产管理人为 4' 计划的和IJ i\d投资、运饵委托财产过程中，可能因法律检划、

税收政策的要求就增值税 "il税行为，成为增值脱纳税人，并 if<担相应纳税义务.因此

本集合计划运营过程中由于 r.:i:t原肉发生的增值税及相关附加〈包括但不限于教自

费、城建砚等〉等税负!仍向本计龙飞 l副E财产'"拥1 届时资产管想人与资产托管人可

以届ü本 it:tJJ托管账户直拨缴付，或划付歪资产管理人贩 1"并由资产管理人依据税务

ml门要求元成悦款的中报及缴纳.
四管理费和托管费的费用调整

集合计划 11理人相托管人可协商调低集合计如背离费和托管费.管理人必须于新

"



贺'\开始实施前3个 E作日夜指定问站上公告.

~



第十三章收益与分配

一、收益的构成

本集合计划收鼓拍集合计划和 J且收入、投资收益、公允价值变动收放和其他收入

扣除相关费用后的余额，集合 il划已实砚收益指集合计划利润减去公元价值变动收益

后的余额.

二、可供分配利润

可供分配利润指截至收益分配基准日〈即可供分 Aê;f~润 il 算裁至~)资产负债表

r!，集合il划来分配利润与未分配不 ~ifiI中已安现收益的孰低数.

三、收益分配原则

各方一致同念实施仪直在分配时应追循以下原则

(一〉饨份集合计划份将享街同等收益分配权.

〈二〉本集会计划束用现金分红的方式分配收益.

1、如啦一份额在该业绩很自由核算期亏损则需要进行份额缩减使得份拟净值

为面倪 1.00 元 L

2 如单一份额在该业绩报割肉核算期内虫有收益倒不足业绩比较慕恨的!则核实

际收益率进行收益分配分配元毕之后峭壁份额"值为而他 1.00元;

3、如单一份额在该业销报酬核贷期内收益大于业精比较统棍，则按业绩比较基

准分配收益!管理人提取超额部分的 80%作为业绩报酬余下 20号。归份额持有委托人

享有，分配元毕之后训整份额净值为面值 1.00 元.

〈三〉当日中购的集合计划份额向下个工作日起字有集合计划的分促仪益 z 当

日退出的集合 iI划份顿臼下一工作日起不事有集合 ìl刻的分配仅益.

〈囚〉法悻、法规旦旦监管机关另有刽定的从某刽定

囚、收益分配时间

在符合上述原则和具体收益分时条件的伯况下每年收益分配的次数原则上不少

r 1次.如当年不存在业绩比较基准变'" B ，收益分配基准口和仪益分配日由管理人

另行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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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收益分配方案

收益分配方案须载明收益范闺、净收益分配对象、分配原则、分配时间、收益

分配基准日‘分配数额及比例、分配方式等内容收益分配方案由管理人负责制定，

方案的确定需要纪管人复核〈托管人的复核限于对计划应予分配总额的复核，对单一

委托人具体收益不承担复核职黄〉

六、收益分配对象

分红权益登记日所有参与本集合计划的委托人.

七、收益分配中发生的费用

收益分配时发生的银行转账等手续费用自委托人自行承伺.

始



第十囚章投资理念与投资策略

一、投资目标

本集合计划通过对宏观经济组长通货影胀和 J率 it势和货币政策四个方丽的分

析和预测确正经济变奇景的变动对不问 UJ子种收益率.信用趋势和风险的泡在影响基

于各类券种对利率总胀的反应，制定有傲的投资策跻，在校创刊兰和风险、信用风险

以及流动性风险的孩础上!主动构建及调整固定收拢投资组合。 J;争获取平稳收益.
二、役资理念

基于对市场和暴本面的深刻 j理解，构建白固定收益类证券组成的现货投资组合 p

力争实现资产净侦的州长同时放颐瓷产的安全性.

三、投资策略

〈一〉债券投洗策略

:久期偏离策略

基于对未来利率水平的凯澜，对组合的期限和品种进行合理配里，将市场利率变

化对于债券组介的野响往例在一定范围内在预期利率主运入上升周期时段，通过缩矩

组合久期来达到降利率风险的目的在预期利率注入下降周知 J时段，边过位民组合久

则来达到 J1ii'1收益的日的.

2 收益率幽线倪宣策略

在组合剩余期限确定的基础 J，根绍对收放率由 I线形状变化的预测 j 在长期、中

则相烦期绩券间送行配置 I 以从长、中、短朋债券的相对价格交化中获利.

3 类 lJlJi孟子t策略

在固止收益品种极块配置时，将依据流动性管理的要求!来确定不同的类属配置，

具体表现 h 信用债扳块收益率高，但:在动性弱 I 闹利率产品收益率低，但流动性强.

因此在债券格体配罩上应当考虑信用侃的获利能力和和 j率产品流动性，实现平衡综

合配盟.

4 相对价倪策略

相对价倪策略包括研纯国债均金融愤之问的信用利差、交易所与银行阳的市场利

"



差等金融债与国铺的刹差由税收囚素形成和 l差的大小主奥受市场资金供给充俗程

度决定!资金供给越絮张上述利差将越大.交易所与银行间的联动性随着市场改革势

必渐渐加强，两市场之间的利差能够提供一些增值机会.

5、个券选挥策略

考虑到集合计划的流动性和阳益要求!在配置阳定收益证券时，将依照成交频率、

成交频率波动率月度平均成交金椒、何日平均成交金额等指标 l 选得共有良好流动

性相我和j能力的个券进行投资

〈二〉国债期货投资策略

产品进行因债期货技资时，将根据风险管理原则，以网险对冲、套期保值为主要

目的，采用流功性好‘交易活跃的那货合约，通过对债券市场和期货市场运行趋势的

研究，综合国假期货的定价模型寻求其合理的 {~i倪水平，与现货资产进行匹配通过

多头或空头套则保值等策略遂行操作 I 运用囚假期货对冲系统位风险，以达到降低投

资组合的锥体风险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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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意饺资决策与风险控制

一、集合计划的决策依据

集合计划以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卒合同的有文规定为决策依据，并以维护集合

训 ì'.ll委托人利益作为戴高准则，具休决策依据包括

(-)(管理办法弘《细则队《指导意见》、《规范立《然合资产管理合同》、《说

明书》等有关法律性文件.

〈二〉宏观经济发展态势、微观经济运行环绕和证券市场态势这是本计划投资

决策的基础.

〈王〉投瓷对象收益和 1创验的配比关系.在充分权 ifj投资对象自收益和风险的前

提下做出役资决策，是本计划维护委托人利兹的重要保障针对本计划的特点在衡

量投资收益与风险之间的配比关系时，以'"求委托人的本金安全 h2第一要旨，在此毫
础上为委托人争取较高的收益.

二、集合计划的投资程序

〈一〉投gE决策 &J1'
管现入资产管理业务投资决策协系由管董事人投资决策委员会、投资主办人二级体

系组成.管现人投资决策委员会是管理人资产管翠业务的报商决策机构，负责确定以

下事项 E

L 克朗评估公司资产管理业务的风险 g

2、研究次定各投民主办人的任免、授权与投仪的更改，

3、研究决定各项资产管理产品的资产配置策略或交易策略 s

4、市议投资主办人促交的月度产品役资报告在 1月度风险 i票价报告1

5、审议投资主办人的季度、年度管理报告

6、市优债券库相策略 j年的ill.l[jj 法和程序审议侦券库和策略库的建立和调整

方案.投资主办入是资产管理业务具体项目的民格管理人在公司技权范围内应衍投

资管婴.

〈二》投资交易担序

管理人设置独茫的交易室，投资主办人下峰的投资指令;， Jj过交易烹实施.交易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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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到投资主办入的极资指令后，恨卸有关规定对投资指令的合规位、合理性和有效性

i挂行侦查，确保役践抱令在合法、合规的前提下得到高级的执行.

(三)预警平仓线

卒集合计划设置预警线与 l!A员线!单位1争{自主0.95创1时，正因购融资余额不但过资

产冷值 20% 单位净值三0.9000时，资产变砚，待全部资产变现后产品终止.
(V4 )役负风险的监控与绩绞评估
由专人定期对集合计划资产逃行定性和定量柑结合的风险、绩效评估，并向公司

投资次策委员会初风险控制部门提供报告，供投资决策委员会、风险拉刷部门和投资

主办人随时了解投资组合承担的风防水平，检验既定的投资策略.绩效评估能够确认

役资组合是否实现了投提"阴、组合收益的来源及投资策略成功与否，投资主办人可

据以位讨投资策略选而调整投资银合主要评估内容如下 e

1、投资组合的资产配置分类统计投资组合中各类资产的配置倘况，并检型号是

否符合资源配置策略和集合计划本身的要求.

2 投资收益贡献分忻 2 分类统计投资组合中各类资产的收监构成及收 !l贡献并

将立际投资品种与基准边衍横向比较.

3、动 it:评价投资组合中各证券的风险和收益水平，并给出调整建议.

三、风险控制原则

(-)全市性原则.风险控制覆盖资产管理业务的各个环节、各个岗位和各风险

点，并渗透到次策执行、梳督、反馈吁各个经营管理环节，壮绝制度盲点.公司采

取决策馆、经营层"操作层三个层面的风险控制架构.公司风险控制实行在开展业务

过程中的白夜风险控制和陪核与风险控制部独也开展的事前、吁 1ψ、零五后的风险控制.

(二)有级性原则资产管理业务的内部控制制度业务规章和指令必须合法

合规，且具有高度的权威性!任何人不得拥有纽越制度或运反规章的权力.窗户管王军

业务的开展安布审必衔，埠章必究风险控制的信旦实现有妓传递与反馈.

〈三〉审t良性原则吉普产管理业务即门设置险业务开展和业务流程的设计充分

1号虑防范风险.

〈网〉相互制约原则.旨在产管理'手业部岗位设"做到权贵分明‘帽亘牵制实

现相互制衡.

Ui> 这续性原则风险控制时度连续一致地执行，随在公司经营战略、方针

"



等内部环境的变化和国东 ìtW、法规、市场等外部环密的变化不附运用量化指标与

模型技术伎风险控制工作更具码学位与可操作性，适应发展需要.

〈六〉集体决策原则.公司风院控制次策实行民主化的集体决策，形成科学的

决策机和j与决策 f'#}.

四、风险控制梳理

〈一〉制定风险控制目标与标准，恨~公司经营环槐、业务战略和公司承受风脆

的能力捉出风险投创目标确定风险'"受标准.

〈二〉风险识别资产管理鄂业部和各部门对运作过程中的各种风险信息准行分

析、识别:风险管现部从公司风险控制角度对公司系统内风险进行但别

〈三〉风险评价.;K用定性或定量的方法对结识别的风险法行衡量与许他 ω 预测

每种风险发生的概玲:与后果的严亟蚀，并对风险进行优先 I1序.
〈阴〉风险报告窗户管理事业部初各阳门将发现的风险上报风险管理部风险

管理部就风险 uf况出具风险报告上报公司经营管理层赘吁:合
〈五〉采取控制指施.在风险识别和评仙的基创上，针对个同的风险，似据其性

质、特征与风险度制定具体处理方案，采用不问的管理策略、控制指施减少风险发生，

将风险水平控制在可巧在受的范回内.

(/，)检查、反锁和制度'"新.合妮审计部风险管型部定期或不定期对密产管

理业务风险控制执行情况进行全面或专项惋资 l 资产管理事业部及时反馈风险控制效

果:风险何理部对风险拉制执行的效果进行评估测定实际效果与预期效果之间的偏

羌，及时调塾风险控制 Ji采.

五、风屈控制方案

管理人在开展资产管型业务中 1 将强化役 ti决策程停加强内部技制，主要包
括事阳、事中.事后控制三方而

〈一〉事的控制

征集合讨如j运作闹剧，针对可舵面临的主 :'!i风险，进行有计时的只险控制措施，

具体包括:建立冗苦的资产管理业务风险控制组织架构确定明确的，~初资产配院方

案，对集合计划资产配晨风险收益进行模拟测算通过严格的分级技仪管理制度对投

资主办行为选行的束得.

"



〈二〉事中控制

集合计划军作期间恨据风险收敌特征，进行针对性的风险投刷措施包括

依据市场状况调整资产配置风险管理部定期或不定阳对资产管理业务逃行检查、监

控，进步研究、印踪各种风险控制的新技术、新工具，利用风险控制模型对主要风

险逃行有效管颈; :.ι期召开集合计划资产风险收益背估会，评估运作状况严格执行
集合计划各类资产投段比例方案等.

〈三)-'!i后控制

:ti在 jJ!合计划存续期间，发生风险 '1件，管理人将对风险事件进行归的分析和
评价，并针对既有的风险制!览和操作环节中存在的满洞 i出了补充和修改，防止未来类

似事件再次发生

六、风险控创具体措施

(-)交易业务的风险投制

建立专门的交易部和集中交易制度，投资指令通过交易部完成:应注 \1:交易监

测系统、顶替系统和交易反馈系统宠苦相关的安全改拖交易部应对交易指令送行

市核，建立公平的交易分配制度交易记录应元番，并及时进行反馈.核对井布将保

管:同时应建立科学的投资交易绩效评价体系.

〈二〉会计核算的风险控制

管坦人根据法钳法规及业务的要求建立会计制度，并制庭招风院控制点到 Ur严苦
的会计系统，对于不何集合计划独立建账位立核算:管理人通过复核制度凭证制

度、合理的估值方法和价值程序等会计 1~施真实完整、及时地记拔弩笔业务并正
确送行会计攸算和业务核算.同时还建立会计挡案保管制度，确保档案真实完整.

〈三〉信息彼露

管理人建立了完善的信息披露制度， {)j\证公开披珑的信息真实准确完整

管理人M没立信息披露负责人并建立相应的程序逃 li信息的收集组织、审核和发

布工作!以此加强对伯息的帘子吃核对，使所公布的信息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同时汩

强对信息彼昂的恰奈和评价，对在在的问圈及时提出改进办法

七、全程风险管理控制

〈一)ill立现险控制构架，完善风险控制制度和体系.

‘



在制度管型为丽，除了公司的基本制度和内控规范外，针对资产管理业务还系

统地制定了役资管理、交易、只险控制‘产品开发、客户服务相营运管理等制度，对

资产管理业务的投资决策体系、投资管理流程、仅限管理、交易工作流程、可投资证

券库的建立及维护程序、产品开发程序、客户服务机制等部做出了具体的规定.

〈二)在组织构架方丽，将市场营销、投资管理、交易执行、综合支持、风险管

理等予以内部问位分设，通 i立职能分离形 h协俑，并设立了独立的风控岗位加强风险

舷窗.

"



第十六章禁止行为

本集合计划的祭止行为包括:

1 承销证券

2、边反规定向他人贷款或提供担保 1

3 从事承担无限责任的投资;

4 利用资产管理计划资产为资产管理计划委托人之外的任何第三万谋取不正当

利益、逃仔利益输送

5、从事内容交易、操纵证券价格及其他不正当的证券交易活动 z

6、从事本合同约定役资范国以外的投资活动

7、直接或 fllJ钱投资法律法规和回家政策禁止进行债权役恪的行业和领域 l

8 为其他金融机构的资产管理产品很快规避役资范阳、杠杆约束等监管要求的

通道服务，

9 法律法规中阴证监会以及 4c合同规定笨止从事的笑他行为.

��



第十七章集合计划的信息披露

、披露形式

本集合计划将严格按照《管理办法，. (实施细则》ω 《指导.~觅》、《集合资产管现

合同队《说明 111 及其他有关规定进行信息披露集合训划的信息续..事项将在管理

入官方同站上公告.

二、定期报告

定WJ报告包括集合计划单位净值报告、集合计 ;(IJ的资产管理季度(年皮)报告、

资产托管季度(年度〉报告和年度审计报告.

〈一)集合计划单位柿缸报告.

资产管理人在每个筒 lIi日对集合汁划地行伯值，并通过管理人阿姑披'"经过托管

入u核的上交易日的集合计划资产净倪相等位冷倪.
管理人阿站 WWW.grzq.com

(二〉集合计划的资产管理季度报告和托管季度报告

管理人、托管人在每季度分别向委托人提供次准确、完整的季度资产管理报告

和李度资产托管报告，对报告期内 lli合计划资产的配置状况、价值变动情况、重大关

联交易做 iH说明.上连报告应于每季度结束之日起 15 个工作日内通过管型人问姑通

告，并按照规定向相关监管机陶报备.集合计划成立不足 2个月时 1 管理人托管入

可以不编制当朗的季度报告.集合计划终止当孕管范人、托竹人叮以不编制当孕的

季度报告.

〈三)集合计划的资产管理年度报告和托管年度报告

管理人、托管入夜每勾皮分别向委托人提供次准确、元整的年度资产管型报告

和年度资产托管拟告!对报告则内综合计划野产的配置状况价值变动俯况、重大关

联交易做出说明.上述报告应于每个会计年度截止日后 3个月内通过管理人网站通告!

并核照规应由相关监管机构报备.集合计划成立不足 2个月时，管理人、托管人可以

不编剧当期的年度报告.集合计划终止当年，管理入、托管人可以平编制当年的年 1支

报告.

(阿〉年度审计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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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入应当聘请具有证券相关业务院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对本集合资产管理汁划

的运忻悄况进行年度市 i t-. ;1除在每年度结束之日起 3个月内将市 ij 报告提供给托管人 I

通过管理人网始向委托人槌供并投耶规定向栩关监管机构很备.

(五〉对账单

管螺入仅在委托人徒出 e扫清时尬过书画成电子邮件等方式向委托人提供对账单

仿息，对账单内容包括集合计划产品特性『投 <ii风险提示，委托人恰有计划份额的数

"及净恤，计划的差异性、风险、参与明细及收益分配等情况.益 IE人有义务向管型
人提供憔确的电子邮件地址 I 使管理人能绑寄送电子对账单.

三、临时报告

集合 iLM存线期间，发生对集合计划扮续垣营釜托人利益、资产净值产生重大
影响的鄂件管翠人应当以管理人网站公告方式及时向委托人披嚣.临 jß.r报告的情形

包括但 4、限号 B

(-)集合计划运作过程中负责集合资产管理业务的高级管理人员或投资主办

人员发生变更，或出现其他可能对绽合 if-;\;Ij的持续运作产生豆欠彭响的事项

〈二〉柯停受理或者亚新开始受理参与申请 I

〈三〉集合川划终止和清算

〈囚〉集合ì-l划作续 w"商并屁期
〈五〉合间的补充‘修改与变更

(/;)与集合ìi":IW布关的重大诉松、仲裁事项 1

(-1二〉负选本集合计划的代也报广机构发生变更 s

(J\) 集合 '1划投资于管理人及与管翠人有关联方关系的公司发行的证券;
忖U 管理人、托管人因重大边 Y，ti主划怯中网证监会取消相关业务 lli格 z

〈十〉管理人、托管人因解散、被产、撤销等原因不能履行相同职责.

《十一)其他管理人认为的亚大事项.

四、重大事项彼霹和披罚方式

-Ì'集合计划的信息披 l1i将严格位《管理办法队《实施细则》、《指导意见)， (集合

资产管理合同》及其他有关规定逃仔 .m合 iI 划的信息披 Z军事项将以下列方式 illH 披

露.

'"



(--)管理人同站信息披露集合资产管理合同、本说明书、其他各盔文件相关

拟告等有关集合计边的信息，将在集合计划管型入网站上披露，委托人可随时查阅.

〈二〉管裂入、托管人、推广机构指定营业网点查询

资产管理合同、本说明书其他备查文件、栩关报告等文件以电子方式直备子集

合计划管理人 .W合计划托管入和集合计划推 f 机构的营业场所，供委托人查阅.对

委托人按 i述方式所贷闹的文件，集合 '1划管理人和集合计划 l推广机构保证其内容与

所披露的内容元全一致.

〈三)资产管理客服电话

本集合计划披露的有其集合计划的信息"委托人可以通过同融证券资产管理客服

电话 (95385) 资询.

五、信息披露文件的存放与查阅

A 集合计划的定期公告与报告、临时公告与报告以咆长方式仔放在管理人网站，

委托人可随时登陆查阅.

，.



第十八京集合计划份额的转让、非交易过户和冻结

、集合计划份额的转让

集合计划存续期间，管理人、代理报广机构的客户之间可以通过中 iiE拟价系统等

中国证监会认可的交易平台转让集合计划份礁，但转让后委托人伴有集合计划份额不

得少于 1四万份， 1i托人合计不超过 2ω人.受 u;方应符合合格投资者资协受让方首

次参与集会计划.应先与管理入、托管人签订集合资产管理合同.

二集合计划的非交易过户

非交易过户是指不采刚参与、退出等集合计划交易方式，将定数唱的集合计划

份额按照一定规则从某一委托人集合计划账户转移到另-委托人集合计划账户的行

为.

注册登记机构只受型继承捐赠以及 J{他形式财产分别或转移等情况下的非交易

过户.具体业务规则以注册程记却构业务规则为准.

委托入办理因上足原因 '1起的作交易过户须提供注剧性记机构要求的相关证明
文件等材料到注册登记机构处办理对于符合条件的非交易过户巾请自咿消受理日起

2个月内办理，并核注册登记机构规定的标准收费.

三、其他情形

集合计划份额冻结、解冻的业务，由注册登记机构办理.

集合计划注册登记机构只受理国系街关机关依法寰求的集合计划份额的冻结与

解冻以及注册在记机构认町的其他情况的集合计划份额的冻结与解 1m.
当集合计知j份额处于冻结状 i;时!统合计划注册程记机构或兵他相关机构有权拒

绝集合计划份额的非交易 rl户等业务的申请

;0



第十九章集合计划的展期

本~，合计划习、设置展期安排.

"



第二十章集合计划终止与清算

、!l(合计划的终止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集合计划应当终止

〈一〉管理人囚亟 À边法、边规仔为!跤中国证眩会取消业务资格的

〈二〉托管人因军大违法、违规行为，被监管机构取消业务监格而管现人未在 30
个1作日内与新的托管人签订托管协议的 g

〈三〉管理入困停业解的破产撤销等原因不能履行相应职责的

〈囚〉托管入国解放、破产、撤销等原因不能履行相应职员时 I 管型人未在 30个

工作日内与新的托管人餐订托管协议的

〈五〉在维期内，集合 H:t1J委托人少于 2人
〈六)战争、自然灾害等不可抗力的发生导孜本集合计划不能存续!

〈七)无法以合同约定的方式和价格买入标的债乔

(八〉法律法规规定或中国证监会规定的其他怕况.

二、集合计划提前终止

如本集合计划备案未获边过或是其他非主观因素导致本集合计划无法存续运作，

管理人街权蜒的终止本集合计划集合计划终止日以管理人公告为准

由于上述原因使得集合计划提前终止的，管理人需将己认购资金夜终止日后 10个

工作日内退坯给受托人，并将该部分资金子集合计划成立日至终止日期间产生的利息

在终止 H后到个工作日内退还给 4寄托人各方互不承担其他最任.产品成也之后如
管理人术对资金进行任何操作!则资金利息核阳活则仔款利率计息 s 如管理人有对负

金进行配置操作，则资金利息技成， T日之后的实际收益中文付给委托人.
三、集合计划的消算

〈一〉白集合计划终止之日起 5个工作 H内成立集合计划消贷小组，集合计创清

11小组生奈何监管机构的相关规定 ì1Hi集合计划lJi青野

【二〉消算过程中有关司在大事项向当及时公布

〈三}消ff结束后 5个汇作日内 I 管雪慧入和托管入国当在扫除指算费用、管理货、

"



托管费等费用后，如 11) 集合 H 划未付收盖，-份额持有 1m业锁比较基准收益，则往

照份额持有到目业绩比较采准以现金分红的方式分配收益和超额收益〈如有〉同时归

还委托人份额本金: 2)0< 集合计划未付收益〈份额持有贝贝业绩比较基准收益，则

按照份额持有期革际收益率分配收 t1i并归还委托人份额本金 3) 集合计划未付收益

<= 0，则将集合 i-l划剩余资产依照委托人持有的份额比例以现金分红的方式分配给委

托人.

〈囚〉清算结束后 15个工作日内由集合 iI划泊算小姐在管程入网站公布消算结

;民

(五〉若本集合计划在终，]之日有未能流通变观的证券，管理人可针对该部分未

能流通变现证券制定二次泊算方案，该方案向经集合计划托管人认呵，井边过货王军人

同站进 ti披踩.管理人应根据二次消算方案的规"二对前边未能流通变观的证券在可
流通变现后进行二次消弊，并将变现后的资产扣除相关费用后按照委托入拥有份额的

比例或者集合资产管理合同的约定，以现金全部分配给委托人!并注销 !t合计划专用

资金账户以及其他相关账户.在进行二次清算的变现过程中!变观的资金以现金保存，

不得再送行投资.

"



第二十-掌当事人的权利与义务

、委托人的权利和义务

〈一)委托人的权利

1、取得集合计划收益

2‘跑过管理人间站资询等方式栩态布关集合计划投段运作的伯息包括集合计

划的资产配置、投资比例、报益状况等

3 核昭丰台问及《集合"划说明书》的约定，参与 m合计划
队按持有份额取得集合刊划指算后的剩余资产

5 因管理人、托管人过错导致合法权益受剑损古的，但仅得到赔偿 I

6 法仲、行政 it规、中国 itER在会的有失规定足本合同、《集合计划说明节》约定

的其他权利.

(二〉委托人的义务

1、委托人附认真阅读本合 H 及《集合计划说叨 11>，并保证委托资金的来源及用

淦合法，不得非法汇集他人资金参与本集合计划 1

2、技照本合同及《集合计划悦明书》约定划付受任资金，承担本合同约定管理

费、托管费及其他费用和税费

3、核"合 H放《集合计划说明书》约定承担 m合计划可能的投资损失
4、不得远规转让 Jt所州街的计划份额

5、法 11'、仔政法规 '1'凶ìiEY主会的有关划定及本合同、《集合计划说明书》约定

的其他义务

6‘有义务向管理人'"供电子邮件地址，位管理人能够开展寄送电子对账很服务!

7、委托人在"合同约 )i:的期间内不得退出本集合计划

8、委托人核照本合同约定的退出 Ji式退出本集合"划

二.管理入的叙利和义务

〈一〉管理人的权利

1、根据本合同及《集合计划说明书》的约定 I 独立运作集合训划的怪产

2、根据本合同及《综合计划说明书》的约定!收取管理费等费用
~



3、技阳本合同及《集合计划说明书》的约泣，停止办理集合材划的参与 2

4、根据本合同及《集合计划说明书》的约定，终止本集合计划的运作

5、监督托管人，并针对托管人的边约行为采取必 .t.'措施保护委托人的利益
6、行使集合计划资产投 11!形成的投资人权利

汇集合计划资产受到损宵时，向有关责任人埠咒法律责任

8、如发现托管人边反法律、行政法规和中同证也会的规定，或者注反托管协议

的 p 管理人命权报告监管机向并且 ~t兔托管人

9、法律、行政法规中阳证监会有关规定及本合同. <J.fS合计划说明书》约定的

其他以利.

〔二)管理人的义务

1 、在集合计划损驳管理活动中恪尽职守，履行城实 í<'I网、谨慎勤勉的义务依

族~集资金办理产品份额的灰白和登记事宜(适用于本机构丘销产品时)，办理产

品的登记备案手续为委托人服务 i 以专业技能管理集合计划的资产，依法保护委托

人的财产仅益 z

2、边立但全内部风险控制.财务 if型及人鄂管理等制度
3、根据中国证监含有关划定、本合同、《集合计划说明书》和托管协议的约定

接受托管人的监督

4、管理人负责集合费产管窍 ìj-i;IJ资产 I~似估 {k等会计攸贷业务，确也~购、赎
囚价格，编剧集合碴产管理计划财务报告并援受托岱入的复核=

5、按规定出具资产管理报食保证委托人能够及时了解有失集合计划资产投资

组合、资产净值、费用与投资收必等/，'L\l!. 办理与受托财产管理业务活动 !i关的信息

披~'Jr项 z

6、保守集合计划的商业也留在绿合计划何关信息向委托人披露刷. ;池嚣集

合计划的技夜安排、投资意向等信息〈法伴仔政法规、中国证 :I:i会旦有翅止戎相夫

司法部门‘驼背机构另苟安求的除外〉

7、按照本合同及《集合计划说明书》约定确定收益分配方案及时向委托人分

配集合讨划的收槌 z

8、依法对先管人的行为远行监督，如发现托管人边反法 l!'、行政法规初中同证

"



监会的规定，卫支持违反托管协议的应当予以削止并及时报告管理人住所地中因证

监会派出机构及中网证券业协会

9、技四苟关法律、行政法规、中国证版会有关规定及《集合计划说明书》的约

;1::，指定注姗号在记机构办塑综合计划的开户登记 ;1 务及某他与注册登记相关的子续

10、核照法律、仔政法规、中国证监会有关规定和本合同及《说明书》的约定!

及时向退出集合讨划的委托人支付退出款项 g

11、技栩关法律法规妥哲保在与集合 it 划有关的合同协议推广文件交易记
录、会 il陈册等文件、 E旨料和数据

12、征集合计划到期或因某他原民终止时与托管人-起'"普处理有犬清算相委

托人资产的返注才正在

13 在解散、依法被撤销、破产或者自接管入接管其安产或周其他脱困不能继续

履行管理人职责时，及时向委托人和托管入报告

14 园管理人违反合同导致集合廿划资产损失或拍苦委托人合论权益时在本集

合计划饺产范罔内原材1赔偿责任 z

15、因托管人植反合同导致集合计划毛在产损失或损害委托人合法权益时，以管理

人名义代表委托人利益向托管人边偿

16 聘请具句证券相关业务境格的会计师鄂务所对本集合计划的运营俯况地行专

项市 it-.集合计划审计报告应当在句年应结束之日起 3个月内，但负照规足向相关监管

机构报备『同时向委托人和托管人彼露 2

11、征与关联启发生交易行为时，保证对关联启及非关联方公平对待 s

18、在兑付受托资金及仪始时 l 管理入 A.当保证受任资金及收益 ;g阴委托人的原
账户、同名院户或者介同约定的受益人熙尸

19、法仰、行政法圳、 '1'凶证院会有)l 规定及本合同约定的其他义务田

三、托管人的权利和义务

(-)托管人的权利

1 依法托管集合计划的资产

2 按阳本合同《集台， -1划说明书》和 1托管协议的约定收取托';(费1

3 盒询管理人集合 i1划的经营运作

"



4、监费管理人组合计划的经 '!'tif;.作，发现管理人的划款指令违反法伸法规、叶 1

罔证监会的有关规 ;1::旦旦者本合同和托管切以约定的，要求其改正 z 未能改正的，应当

拒绝执行

5、法仰法规、中国证监会有关规应及本合同的毛管协议》约~的其他权利.

〈二〉托管人的义务

1、依法为*合计划开立专门的资金账户、证券账户、基金要去户等相关账户 z

2、非依法律嘈行政法规和巾国证监会有关规厄卫自合同约定!不得擅自动用或处

分集合 i1划资产，但是托管人不负责保管已是 k款托管账户的委托资金以及处于先宵

入实际控制之外的只他委托财产 z

3、在m合计划托管活动中恪尽职守，服仔域实倍用、谨悦勤勉的义务，保管集
合计划的资产!确保集合计划段户的独立和 k金，依法保护委托人的财产权益 z

4、安全保管集合计划资产!执行管理人的投驳或者泊算指令负责办理集合计

划名下的资金往来

5，ÆJIJH要对资产管型业务资产情况
6、监笛管理人集合计划的经营运作，发现管理人的划款指令违反法作法规、中

国证览会的有关规定和"合同以及托管协议约定的，山当要求其改正:未能改正的，

应当拒绝执行!并及时报货管理人住所池中同证监会派出机构及巾凶证券投资基金业

协会 z 托管人不承担国管理人指令错误导致托管人依挝管理人指令作出的操作所产生

的后果.

7. 复核管理人计算的集合计划的资产净值
8、保守集合计划的阳业悟到苦!在集合计划有关信息向委托人披路前予以保峦!

不向他人浓露【法律法规、中 l明证监会另有烟定或有权机关要求的除外〉

9、技规定的只集合计划托管悄况的报告

10 妥善保仔与集合计划托管业务有关的合同.协议交易记录会计费在朋等文

件资料在 1数据，但保布朗限不少于本集合计划的命纹则限

11 在集合计划终，1时，与管到人一足"普处理有关清算和委托人资产的返栓字

立!

12、在解放、依法被撤销‘破产或者山核管人接管其资产时，及时报告 4寄托人和

"



管理人

13、因托管人过辅导敖集合计划资产损失或损害委托人合法权益时 j 应承担赔偿

责任 z

14、因管理人过错造成集合计划资产损失的，协助委托人向管理人迢怯 g

15. 法律法规、中国证监会有关规定及本合同、《托管协议，约定的其他义务.

"



第二十二意边约责任与争议处理

、违约责任

〈一〉管理人.托管人在履行各白职责的过程中 .iJj反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或
在本合 H约也给本集合计划财产或者委托人 i:<成损富的应当分别对各自的行为依
法承担赔偿责任 z 因共同行为给 4'集合计划财产或者委托人造成损害的!应当核照各
自的过错比例分别承担各自 bit负的赔信责任.倒是:&生下列情况的当鄂人兔黄

1、不可抗力

不可抗力是指本合同当事人无法搅见、无法克服或无捡起兔!且在本合同生效

之后发生的，使本合同当事人无怯全部或部分履行本合同的任何事件，包括但不限于

战争、自然灾古、骚乱火灾、突发性公共卫哇事件‘政府征用、没收. ì.U非法规变

化或其他突发事件、注册鼓记机构作正常的暂停或终止业务、证券交易所正常暂停或

停止交易、由予证券交易所及登记结 jj'公司发迭的数据错误、有关会计政策变化等.

方凶不可抗力不能股行本合同时应及时届知另一方，并在合理期限内提供

受到不可抗力影响的证明，同时采取适当拍施防止集合计划资产损失扩大.任何方

当事人延迟履仔合同义务后发生了上述习可抗力事件致使合同当事人无以全部或部

分履行本合同，该方不能减轻或兔除相应责任

z 管理人和/或托管人 tii照当时有放的法律法规或巾凶证监会的规定作为或不作
为而造成的损失哼

3. 管理入由于按照合同规定的投资惊则行使或不行使其投费权而造成的损失
等。

4 在本集合计划运作过程 B归，管理人及托管人执照法 !1飞行成法规的规定以及

本合同的约定履行 f相1;职员，但由 H比仿制能力之外的第三方原阅或其他原因而庭
成运作习、畅、出现差错相损失的.

〈二〉合同当亨人边反本合 I"j.给其他当事人选成直接经济损尖的凶当承伺赔

偿责任.在发生 -}ì或多方当 'Jr人边约的俏况下，合同能继续履行的，应当继续履行
【三)4 合阿一方当事入应成注约后，其他当吁:入应当宋取"当拍施防止损失的

扩大没有采取适当措施数使损失扩大的不得成扩大的损失"求赔偿.守约 }j 阴阳

止损失扩大而支出的合理费用阳边约 }j 承担.

"



【囚〉由于管理人托管人不可控制的网京导致中/务出现差错，管理人和托管入

虽然己约采取必要、适当、合理的措施进行拉盒，但是未能发现错误的!由此运成计

划财产或委托人损失管理人和托管人兔除赔偿责任但是管理入和托管人应积极采

取必耍的措施消除南此远成的彤响

〈五〉一方当事人依据本合同向另一方当事人赔偿的损失，仅限于宦接损失-

(;f'，，)管型人埠反法律行政法规的有关规止，被中回证监会依法撒销证券资产

管理业务咛叮、 1是令停业整顿，或者因停业、解散、撒销、破产等原因不能履行职责
的应当技照有关监管爱求妥善处理句关 l'宜.

二、争议的处理

因履行本合同发生的争议组协议签订各方协商解决协副不成的任何一方均

有拟将争议提交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仲载，仲裁地点为北京.本合同活用中

华人民兴和国法律?并依招兵解释仲就我决是终同的，对仲裁各 Ji当鄂人均具有约
束力.争议处理期间 I 双方当事人 M恪守计也管理人和计划托管人职责各自继续忠

实勤勉尽责地履行集合负产管理合同和本托管协议规定的义务，维护集合计划蛋

托人的合 ì!权益.

回



第二十三章风险揭示

委托人投资于本集合计划可能而临以下风险，有可能囚 F述风险导致委托人本金

或收益损失.管理人均在说以诚实信用，部情勤勉的原则管理和运用集合计划资产，管

理人制定并执仔相应的内部控制制度和风险管理制度，以降低风险发生的愤率.但这

些制度和方法不能元全防止风险出现的可能 l 管理人不保证本集合计划定盈利，也

不保证政低收益.本集合 jl"::1剖面临的风险包括但不限予以下风哈

一、市场风险

市场风险是指投资品种的价格因受经济因素政治肉索、投资心理和交易制度等

各种因素配响而弓 l起的流动!导致收益水平变化产生风院.市场风险主要包括 z

(-)政策风险货币政策、财政政策、产业政策、地区发展政策等国家政策的变

化对证券市场产生定的影响!导致市场价格波动，影响集合资产管理计划收益而产

生风险.

(二)经济周期风险.绞济运行具有周期性的特点受其影响， m合计划药产管理
业务的收盐水平也会随之发生变化，从而产生风险

巳)购买力风险本集合计划投资的目的是使集合计划资产保伯硝倪如柴发生

通货膨胀，集合计划投资于征券所获得的收益可能会被通货膨胀抵捎 p 从而影响集合

计划资产的保值精缸.

(囚)再投资风险.由于金融市炀利率 F降趋成的无法通过再役资而实现现叨收益

的凤险.

二、梳础性风险

本集合计划在在续期间，可能会发生个别偶然事件，导致综合计划资产变现网难，

从而产生杭动性风险，甚至影响本集合计划单位净值

三、投资管理风险

管理人在管理本集合计划，做出投在快定的时候会运用其投资技能和风险分析

方法，但是这些技能和方法不能保证定会达到预期的结果

四、合规性风险

"



指缉令计划管理或运作过程中边反国家法伸、法妮的规定，或者集合计划投资

运反法规及《集合资产管理合同》有关娅足的风附.

五、操作风险

指相关当事人在业务各环节操作过程巾，因内部控制在在缺陷或者人为因素造成

操作失误或运反操作规 f!.1等所号!致的风险，例如，越权违规交易、会计部门欺诈、交

易铛诙 IT系统故障等风险

六、借用风险

"集合计划役资范围包括债券类产品和!现金管理类产品.如果本集合计划配置资

产所涉及的相关债务主体到期未能履行付息.还款义务，或者本集合计划配置信用类

债券凶为面临重大的损失而被止损，该集合计划的本金面临部分或者全部损失

七、合同变更风险

归于其他原因需要变更合同的 .11理人和托管人应柯西达成一致并在管理人网姑
公告.管理人将通过同姑公告方式征求安托人合同变更征制怠见. ，在托人应以电子则

件或其他书而形式向管理入网复意见管理人将在公白的同时，安排并同时公告临时

开放阳.委托人不同意变更的应在临时开放期内退出集合计划;委托人回\!意见明

确表示不同意交史的，但又来在临时开放阴内凰山川划的.则由管理人支持夜此开战

期始后一个开放日的次" (遇节假日顺延〉强制 ill 出集合讨 ~I 位当日的单位净值将

迈出款项支付给委托人.禾回复意见!也未在临时开段期内退出集合计划的，槐为同

意合同交史.

/飞电子合同签约风险

"集合计划采用经巾国证券登 U己结算责任有限公司等巾国 ìiE监会认町的机构验

研的电子合 H程约 h式，同所有网上交劫样存夜做作的风险

九嘈份额转让风险

"n，合iI划成敌后!管理人可以按照规定 ψ访份在现转让事宜份额转让交易平台

可以是证券交易所，也可以是 '1' 11ilì正览会认可的民他交易吁'往委托人通过交易于台

转让份额的价格与综合计划份制净值可能不主义

十、特有风险提示

〈一〉锁定则每托人流动性风险锁定期本产品无法办躁地出造成对委托人无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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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出的流动性风险

<=) 4>:集合计划在募集朋鉴于市场风险或习在产品募集资金数额禾达到辰低募

集规候 43原因!本集合 ìf划有可能出现募集失败的风险.

(三〉基金的业绩风险

所投资的证券投恪基金由于其管理人的投资失误!造成业绩 F降也会影响到血

合计划的收益率.

〈囚)债券的市场风险

本产品作为固定收益类缸品，存在的投资风险包括但不限于投资债券面临的

1、交易品种的信用风.'"

投资于公司债券等债券类产品，存在着发行入不能按时足额足本付息的风险此

外，当发行人借用评级降低肘， i1划所投资的债券可能面临价格下跌风院.

2、债券收益率曲线 l<险

债券收益率曲线风险是指与收益率曲线非平行移动街关的风险，敞的久拟指标

并不能充分反映这一风险的存在.

3 利率风险

利平风险是指囱子利率变动而寻纹的窗户价格和资产利息的损益.利率波动会 J'[

接影响企业的融资戚本和利闯水平，导致证券市场的价格和收佳字的变动!使本计划

收益水平随 ζ 发生变化，从而产生风险-

A 汇率风险

货币汇率的变动足指货币对外价假的上下放动包括货币贬倪和货币升值.汇率变

功会导致债好市场的价格和收益中的变动，逃 IfiifB响证券市场的波动，从而产生风险.

〈五)模型风险

盘化投资策略依粮各种量化役资缺坝，因为模型不能完全的刻画市场运?于中的真

实状况模型在测算评估时存在误差(历史表现不保证未来及现)模裂中的参致

估计存在误羌 p 旦出荷市场条件突然发生改变等因京，数量椒型的叮靠性将对投资组合

的收低产生影响.

U、〉对账单送达风险

"



本集合计划向徒出需要的委托人徒供电子对账单，委托人炖向管础人提供正确、

有效的电子邮件地址!电子对联单白管理人系统发出即饥为送达.岱醒人向委托人通

过电了邮件方式提供相关信息服务，电子邮件自管理人系统发出 UO'" 为送~.可能存
在由于委托人提供的信息平准确 ω 系统故障等原肉，而不能有放接收电子对账单、咆

子邮件

〈七〉国债期货利率直换等衍生品风险

金融衍生品具有枉枉续引且价格波动剧烈会放大收 f，~或损失在某些情况下甚

至会导钱投资亏损芮于初始投资金额

〈八〉备案失败风险

本集合计划眨立成功后五个工作日内将近仔中基协备案 φ愧，可能在在备案不通
过的风除， 'P协会对本综合计划的合同条款审批不跑过，导致产品备案失败而无法运
作在续的情况.

十-、其他风险

(一〉计划管理人、托管人因豆大 jjât、地规íi为，被中国证监会取消业务资格
等而导致本集合计划终止的风阶 t

〈二3 计划管理人、托管人因停业解散、破产‘撤销等原闲不能服行柑应职责

导裂卒集合计划终止的风险

〈三〉突发偶然事件的风险指韶山集合计划管理人自身直接控制能力之外的风

险，可能导致集合计划或集合计划委托人利益受损.

兵中"突发偶然事件"指任何无法政见不能越免、王放克服的事件或因素，包括

但 '1'限 t 以下情形:

1、集合计划终止时!所投资资产无法变观的情形

2 栩关法律法规的变更，丘接影响集合计划运衍。

3 无法政测或无 1:t1控制的系统攸陈设备故梅、通讯故附.
(VY> 管理人操作或者技术风险、电力故障等部 "1能对本集合计划的资产净值造

成不利Z响:

〈五〉回集合计划业务快速发 M而在制度延设、入贝配备、内控制度也边等 Ji而

不完善而产生的风险 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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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囚人为因素而产生的风险，如内幕交易、欺诈行为等产生的风险!

〈七)对主要业务人民如投资主办人的依赖而可能产生的风险

忖U 网业务竞争压力而 I;r能产生的风险

(九〉金融市场危机‘行业竞争代理商边约、托管银行 it约等超出集合计划苦
思入自身民按控制舵力外的风险可能导放架合计划或者集合计划委托人利益受损

(十〉战争、自然灾 ;I;等不可抗力因素的出现，将会严重影响 \iE券市场的运行，

可能导致集合计划咬产的损失.

(十一}委托人部分退出集合计划份额时知该笔退出完成后，委托人在该推广

机构剩余的集合计划份额低于 100万份时!则管理人有仪将该委托人在该报广机构的

全部份跟退还给委托人.

十二、特别风险提示 z

(一)本集合计划业绩比较基准收益平仅供投资在参考!并不是管王军人向荠户保证

J\资产本金不受损失或者保证采取得挝低收放的'"堵.本集会计划份额 ür能出现净值
损失，投资风险由委托人自行"担.

(二}委托人签署本合同 .np表示同意管理人将 4'l提合计划资产投资子管理人及与
管理人 if关联方关系的公司发行的证券或承销期内承梢的证券或持从事其他就大 A
联交易管理人将遵循客户优先原则，在发生上应所列投资证券事项时管理人放照

法律法规及中国证览会的有失规压 p 应当将交易结果告知托管人，同时向相关机构报

备，并通过资产管理季度报告向委托人披露

(三)投资特殊品种的风险如投资永统债的借用风险提前赎囚风险、利率风险、

m功性风险等 z 投资可转债的股价波动风阶利思损失风险、提前赎回风险、转换风

险 z 投资可交换愤的正阪价格波动风险发行人仿蚓风险、流动性风险、道德 M险等.

"



第二十四章合同的成立与生效

一、合同的成立与生效

丰台同经管理人、托管人和委托人签署后成立委托人 1JtìW~的。本合同经委托

人、管理入和托管入加盖公章或合同专用章以及各方法定代表人〈负责人〉旦旦授权代

理人签字或盖章之日起成立 s 委托人为自然人的，本合同经委托人本人签字、管罪人

和托管人加盖公章或合问专附章以"双 }j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或盖章之日起

成也. (以电子签名方式签署的除外〉

本合同成立后，同时满足以下条件时生妓

〈一〉委托人参与资金实际交付并经注册登记机构确认获得计划份额.

〈二〉符合法w法规及本合 I斗的规定.
二、合同的组成

《日信证办长安 2 弓集合资产管理计划说明书》、委托人与管理人签署的其他协议

级管窍人确认有效的委托人参与、退出本集合计划的巾请材料和各推 f 机构出具的集

合计划参与退出业务受理有关凭证是本合同小可分割的部分.

"合同正本一式搁份，管理入、托管人各执或份!其余缚份按照有关部门的要求

备案，均 A同等法协效力.

"

�



�

第二十五章合同的补充‘修改与变更

本合同签署后!因法伸、法规、规章、中因"监会的规定、证券登记结算机

构业务规则以及证券交易所等交易规则修订而应予变更的，臼该修订生放之日起本

合同相关内容及条款技该修订 i雄行变更并在管理人网站公告.委托人将此授权管理

人经与托管人协商.可以对 4'集合 iI划合同及集合计划说明节与新的法律法规或刮关

政策不纹的内容 ill行更新成修改，更新或修改的内容不得志反法 t非法规和巾凶证监

会的有关规纭，见新或修改的内容征管理入网站公货满 5个工作日后生效.

二、由于其他原因锦雯变更合同的!管理人和托管人应书面达成一级并在管理人

阿姑公告.管理人将通过同姑公告方式征求委托人合同变更征询意见蚤托人应以电

子邮件式其他书面形式向管理人阴复意见.委托人不同意变更的!应在征询意见发出

后的 10 个工作日内提出迟出本集合计划的审诸 z 委托人来在前述时间回复意见的!

愧为委托人同意.

蚤托人不问怠变里的.管理人对其里取如下权利保防措施及后续安排管理人将

在公告的同时 j 安排并同时公告临时开放期.委托人不同意交史的，可以在临 1时开放

期内泡出集合计划委托人回 u意见明确表示不同意变更的，但又禾在临时开放期内
崽出计划的 I 则由管王雪人"排在此开放则处后一个开放日的次臼 (JIl节假日顺延}强

勘]退出集合计划!按当日的单位挣值将提出款项支付给委托人未阿复意见也未在

临时开放期内退出集合计划的.~为同意合同变史.

三、台间变更后，委托人、管理人和先管人应当按照变更后的合同行使相去;仪利，

服行相应义务

四‘委托人管理人托管人不得尬过银汀补充协议修改合同等任何方式约

定保证集合计划资产投资收益、承担投 ili损失!成排除委托人自行承担役街风险和损

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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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六章或有事件

本合同所称的或 {j项件是指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规;三管理人可施以独资或者

控股方式成立具有独立法入资格的从事资产管理业务的公司.

委托人在此间意，如果或有事件发生，在管理人与托管人协商兹的基础上，管

型人有权将本合同中由管理人享有的仪利和自管理人承担的义务转让给上条所述

的从事资产管型业务的公司，并无须就此项变更和委托人另行第订专项协议.但在转

让削管理人应以信息披露的形式通告釜托人.管理人保陈委托人 iJJ血本计划的权利!

并在届时的边告中对相关事项作出合理安排.

管理人应当保证受让人具备开展此项业务的相关资格，并向托管人提供监管机构

相关批复文件组印件.

管理入"核咽。监管机构的要求办理转让手续.

本合同优惠措施免除托管业务企业网银汇划子续费 j 该优惠措施起止期间与本

合H期限相同.

托管人奋询(役诉〉的联系方式，可采用电话、电子邮丰等方式进行咨询或投诉

电话: 022-58555979 ，电子邮箱， lin.níu@cbhb∞m.cn

〈本页以F无正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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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人、托管人确认!己向委托人明确说明集合计划的风险，不保证委托人

资产本金不受伊虫 E击者取得最低收益:委托人确认，已充分理解本合同的内容 j

自行承伺风险和损失

卒合同应由委托人本人签署，当委托人为机构时，阿由法定代表人或者其授

权代表签署.

委托人〈签字 l.

〈盖章l.

管理人，

a

⋯吃三
、之:二/

签订日期 2018 年{月 r 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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