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金配置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展期及合同变更提示公告（一） 

 

 

尊敬的投资者： 

 

感谢您长期以来对中金配置集合资产管理计划（“中金配置”）的支持！中金

配置是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会”）批准于 2009 年 8 月 17 日成立

的集合资产管理计划，管理人为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中金公司”），托管人

为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托管人”）。根据《中金配置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集合资产管理合同》（“《资产管理合同》”）和《中金配置集合资产管理计划说明

书》（“《说明书》”）的规定，中金配置存续期 5 年，将于 2014 年 8 月 16 日届

满。 

鉴于许多投资者希望中金配置继续保持平稳运作，我公司经托管人同意，决

定对中金配置展期并变更《资产管理合同》和《说明书》相应合同条款。本次合

同变更主要内容为：自 2014 年 8 月 17 日起，1）中金配置存续期将由 5 年变更

为无固定存续期限；2）本集合计划原终止条件“存续期内，连续 20 个开放日集

合计划资产净值低于 1亿元人民币”变更为“存续期内，集合计划资产净值低于

3000 万元人民币，管理人有权公告终止并清算本集合计划”。本次变更的详细内

容见本公告附件 1。 

如您同意中金配置展期及合同变更，请您填妥征询函（见本公告下文附件 2

回函，可直接下载打印），于 2014 年 8 月 17 日前（不含当日），将回函正本寄

回我公司。 

寄送地址： 

中国北京西城区太平桥18号丰融国际中心南楼17层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

资产管理部客服中心收(100032) 

联系电话：（010）65050105 

委托人不同意本次展期和合同变更的，可以于本集合计划开放日提交退出申

请，中金公司将按照《资产管理合同》及《说明书》的规定为其办理集合计划份

额退出。 

本次展期和合同变更将于 2014 年 8 月 17 日起生效。届时，中金公司将通

过中金公司网站公告变更后的《资产管理合同》及《说明书》。委托人无需就本

次变更与中金公司、托管人另行签署变更后的《资产管理合同》及《说明书》或

关于本次合同变更的补充协议，经中金公司公告的本次合同变更内容自本次展期

和合同变更生效时起自动成为变更后合同的组成部分。 

中金公司将就本次展期及合同变更及时发布后续公告，敬请关注。为使您及

时获取相关信息，如您在购买网点留存的联系电话、通讯地址不完整或发生变更，

请及时致电我们变更您的客户资料。 

 

 



感谢您的支持与配合！如有疑问，可咨询中金集合计划客服热线： 

8008108802（固话免费） 

010-65050105（直线） 

 

 

 

 

 

 

 

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 

2014 年 7 月 16 日 

 

 

 

   



附件 1：《资产管理合同》及《说明书》变更明细表 

 

《中金配置集合资产管理计划集合资产管理合同》变更明细表 

 

变更前 变更后 

第 3 部分  集合计划的基本情况 

第十条 规模、投资范围和投资组合设

计 

1、规模 

本集合计划最低总份额为 1 亿份，目标

规模 60 亿份（推广期目标规模不含参

与资金利息转份额部分，存续期目标规

模不含红利转份额部分）。 

第十条 规模、投资范围和投资组合设

计 

1、规模 

本集合计划目标规模 60 亿份（推广期

目标规模不含参与资金利息转份额部

分，存续期目标规模不含红利转份额部

分）。 

第十一条 存续期 

本集合计划存续期为 5 年。本集合计划

存续期届满可展期，展期将按照说明书

第 14 部分规定的条件和程序办理。 

第十一条 存续期 

本集合计划无固定存续期。 

 

第 14 部分 集合计划存续期 

第五十三条 集合计划存续期 

集合计划存续期为 5 年。本集合计划存

续期届满时可展期，展期的条件和程序

参见《说明书》第 14 部分。 

第五十三条 集合计划存续期 

集合计划无固定存续期。 

第 15 部分 集合计划终止和清算 

第五十四条 集合计划的终止 

5. 存续期内，连续 20 个开放日集合计

划资产净值低于 1 亿元人民币； 

6、不可抗力的发生导致本集合计划不

能存续； 

7、法律、法规规定或中国证监会规定

的其他情况。 

第五十四条 集合计划的终止 

5. 存续期内，任一开放日集合计划委托

人少于 2 人； 

6、不可抗力的发生导致本集合计划不

能存续； 

7、法律、法规规定或中国证监会规定

的其他情况。 

本集合计划存续期内，集合计划资产净

值低于 3000 万元人民币，管理人有权

（但并非必须）公告终止并清算本集合

计划； 

第五十五条 集合计划的清算 

本集合计划终止的，管理人应当在发生

第五十五条 集合计划的清算 

本集合计划终止的，管理人应当在发生



终止情形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将终止情

况向委托人，并开始清算集合计划资

产；清算过程中如发生重大事项须及时

报告委托人和管理人住所地中国证监

会派出机构。 

管理人应当在清算结束后 15 个工作日

内，将清算结果报告委托人并报住所地

中国证监会派出机构备案。 

终止情形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将终止情

况向委托人报告，并开始清算集合计划

资产；清算过程中如发生重大事项须及

时报告委托人和管理人住所地中国证

监会派出机构。 

管理人应当在清算结束后 15 个工作日

内，将清算结果报告委托人并按监管要

求报相关自律组织及/或监管机构备案。

第 20 部分 合同补充与变更 

第六十五条 在集合计划存续期内，除

第六十六条所述合同变更情形外，本合

同变更应当依照下列程序进行： 

2、管理人应将合同拟变更事项按照本

合同第三十八条约定的方式进行披露

并征询委托人意见。委托人同意合同变

更的，应予以书面答复；委托人不同意

合同变更的，可按照本合同相关规定办

理退出手续。委托人既未书面答复、又

未办理退出手续的，视为委托人不同意

合同变更。 

3. 合同变更须经合同变更生效日全体

登记在册的委托人明示同意，且明示同

意合同变更的委托人数量不少于 2 人，

其参与金额不低于 1 亿元。 

4、本合同变更下列事项，应当经中国

证监会同意，变更其他事项，应当报管

理人住所地中国证监会派出机构备案：

（i） 集合计划管理期限； 

（ii） 集合计划规模上限、投资范

围、投资比例； 

（iii）管理人、托管人的报酬标准；

（iv）管理人、托管人； 

（v）中国证监会规定的其他事项。

5、管理人应在收到中国证监会关于同

第六十五条 在集合计划存续期内，除

第六十六条所述合同变更情形外，本合

同变更应当依照下列程序进行： 

2、管理人应将合同拟变更事项按照本

合同第三十八条约定的方式进行披露

并征询委托人意见。委托人同意合同变

更的，应予以书面答复；委托人不同意

合同变更的，可按照本合同相关规定办

理退出手续。委托人既未书面答复、又

未办理退出手续的，视为委托人同意合

同变更。 

3. 合同变更须经合同变更生效日全体

登记在册的委托人明示同意，且明示同

意合同变更的委托人数量不少于 2 人。

4、根据本合同约定进行合同变更的，

同意变更的委托人无需就合同变更与

管理人、托管人另行签署变更后的合同

或关于合同变更的补充协议，经管理人

公告的合同变更内容自变更生效时起

自动成为变更后合同的组成部分。 

5、本合同变更的，管理人应当按监管

要求报相关自律组织及/或监管机构备

案。 



意合同变更的意见（如须），并与托管

人、委托人签署变更后的合同或关于合

同变更的补充协议后，依照本合同第三

十八条公告合同变更生效。 

 

说明： 

1. 请委托人仔细阅读表中标黄部分； 

2. 因内容变更导致的标题、条款序号、格式变动及信息更新请参考变更后的《资产管理合

同》。 

 

 

 

 

 

 

 

 

 

 

 

 

 

 

 

 

 

 

 

 

 

 

 

 

 

 

 

 

 

 

 



 

《中金配置集合资产管理计划说明书》变更明细表 

 

变更前 变更后 

第 2 部分  集合计划介绍 

（五）目标规模 

本集合计划最低总份额为 1 亿份，目标

规模 60 亿份（推广期目标规模不含参

与资金利息转份额部分，存续期目标规

模不含红利转份额部分）。 

（五）目标规模 

本集合计划目标规模 60 亿份（推广期

目标规模不含参与资金利息转份额部

分，存续期目标规模不含红利转份额部

分）。 

（六）存续期限 

本集合计划存续期限 5 年。本集合计划

存续期届满可展期，展期将按照说明书

第 14 部分规定的条件和程序办理。 

（六）存续期限 

本集合计划无固定存续期限。 

第 5 部分 集合计划的成立 

（三）集合计划存续期内的份额限制 

本集合计划成立后的存续期内，委托人

少于 2 人，或者本集合计划资产净值低

于 1 亿元人民币时，本集合计划应当终

止，并向中国证监会及管理人住所地中

国证监会派出机构报告。 

（三）集合计划存续期内的份额限制 

本集合计划成立后的存续期内，委托人

少于 2 人，本集合计划应当终止，或者

本集合计划资产净值低于 3000 万元人

民币时，管理人有权（但并非必须）公

告终止本集合计划，并向中国证监会及

管理人住所地中国证监会派出机构报

告。 

第 7 部分 投资决策与风险控制 

（四）风险管理措施 

委托人投资于本集合计划会面临市场

风险、流动性风险、新股/新债申购风险

和其他风险（详见说明书第 17 部分）。

管理人针对这些风险采取以下风险管

理措施。 

（四）风险管理措施 

委托人投资于本集合计划会面临市场

风险、流动性风险、新股/新债申购风险

和其他风险（详见说明书第 16 部分）。

管理人针对这些风险采取以下风险管

理措施。 

第 15 部分 集合计划终止与清算 

（二）集合计划应当终止的情形 

1. 按照证监会的要求，如出现下

列情形之一，本集合计划应当终止： 

（1）管理人因重大违法、违规行

（二）集合计划终止的情形 

1. 按照证监会的要求，如出现下

列情形之一，本集合计划应当终止： 

（1）管理人因重大违法、违规行



为，被中国证监会取消业务资格的； 

（2）管理人因解散、破产、撤销

等原因不能履行相应职责的；  

（3）托管人因重大违法、违规行

为被监管机构取消业务资格或因解散、

破产、撤销等原因不能履行相应职责，

而管理人未能在合理时间与新的托管

人签订托管协议的； 

（4）存续期内，任一开放日集合

计划委托人少于 2 人； 

（5）不可抗力的发生导致本集合

计划不能存续； 

（6）法律、法规规定或中国证监

会规定的其他情况。 

管理人需要在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终止后五个工作日内将有关情况向管

理人住所地中国证监会派出机构报告。

 

 

为，被中国证监会取消业务资格的； 

（2）管理人因解散、破产、撤销

等原因不能履行相应职责的；  

（3）托管人因重大违法、违规行

为被监管机构取消业务资格或因解散、

破产、撤销等原因不能履行相应职责，

而管理人未能在合理时间与新的托管

人签订托管协议的； 

（4）存续期内，任一开放日集合

计划委托人少于 2 人； 

（5）不可抗力的发生导致本集合

计划不能存续； 

（6）法律、法规规定或中国证监

会规定的其他情况。 

2. 存续期内，集合计划资产净值

低于 3000 万元人民币时，管理人有权

（但并非必须）公告终止并清算本集合

计划。 

3. 本计划终止的，管理人应当在

发生终止情形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开

始清算集合计划资产，并在清算结束后

十五个工作日内，按监管要求将清算结

果报相关自律组织及/或监管机构备案。

说明： 

1. 请委托人仔细阅读表中标黄部分； 

2. 因内容变更导致的标题、条款序号、格式变动及信息更新请参考变更后的《说明书 

》。 

  



附件2： 

 

关于同意中金配置集合资产管理计划展期及合同变更的函 

 

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 

 

你公司《关于中金配置集合资产管理计划展期的征询函》收悉。本人/ 

单位同意中金配置集合资产管理计划展期及合同变更。 

 

委托人姓名/名称（签章）： 机构委托人的法定代表人名称： 

手机号码： 固定电话（日间） 

（区号）______—______________ 

邮寄地址： 

 

______省 _______ 市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邮编：     ）

个人委托人身份证号码或集合计划账号：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集合计划账号可从中金集合计划投资对账单中客户姓名下方找到） 

2014年  月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