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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华恒生中国企业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更新招募说明书摘要
(2015年第2号)
重要提示
本基金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以下简称“
中国证监会”）于２０１３年１１月７日证监许可【
２０１３】１４３３号文核
准募集。
本基金的基金合同生效日为２０１４年４月９日。
基金管理人保证本招募说明书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本招募说明书经中国证监会核准，但中国证监会对
本基金募集的核准，并不表明其对本基金的价值和收益作出实质性判断或保证，也不表明投资于本基金没有风
险。
证券投资基金（
以下简称“
基金”）是一种长期投资工具，其主要功能是分散投资，降低投资单一证券所带来
的个别风险。基金不同于银行储蓄和债券等能够提供固定收益预期的金融工具，投资人购买基金，既可能按其持
有份额分享基金投资所产生的收益，也可能承担基金投资所带来的损失。投资人应当充分了解基金定期定额投
资和零存整取等储蓄方式的区别。定期定额投资是引导投资人进行长期投资、平均投资成本的一种简单易行的
投资方式。但是定期定额投资并不能规避基金投资所固有的风险，不能保证投资人获得收益，也不是替代储蓄的
等效理财方式。
基金分为股票型基金、混合型基金、债券型基金、货币市场基金等不同类型，投资人投资不同类型的基金将
获得不同的收益预期，也将承担不同程度的风险。一般来说，基金的收益预期越高，投资人承担的风险也越大。本
基金为股票型基金，具有较高预期风险、较高预期收益的特征。从本基金所分离的两类基金份额来看，Ｈ股Ａ份额
具有预期低风险、收益相对稳定的特征；Ｈ股Ｂ份额具有预期高风险、高预期收益的特征。在标的指数下跌的市场
环境下， 当Ｈ股Ｂ份额跌破０．２０００ 元后，Ｈ股Ａ份额与Ｈ股Ｂ份额暂时将各负盈亏，Ｈ股Ａ份额持有人的本金存在可
能损失的风险。同时，本基金为海外证券投资基金，除了需要承担与国内证券投资基金类似的市场波动风险之
外，本基金还面临汇率风险、主要市场风险等海外市场投资所面临的特别投资风险。
本基金按照基金份额初始面值１．００元发售，在市场波动等因素的影响下，基金份额净值可能低于基金份额
初始面值。
本基金投资于境外证券市场，基金净值会因为证券市场波动等因素产生波动，投资人在投资本基金前，需充
分了解本基金的产品特性，充分考虑自身的风险承受能力，理性判断市场，并承担基金投资中出现的各类风险，
包括市场类风险，投资工具类风险、投资管理类风险、技术类风险和特殊事件类风险、本基金的特定风险（
如指数
化投资风险、投资替代风险、跟踪偏离风险、杠杆机制风险、折／溢价交易风险、份额配对转换业务及基金份额折
算等业务办理过程中的特有风险等）。巨额赎回风险是开放式基金所特有的一种风险，即当单个开放日银华Ｈ股
份额的净赎回申请超过前一开放日全部基金份额（
包括银华Ｈ股份额、Ｈ股Ａ份额、Ｈ股Ｂ份额和银华Ｈ股份额）的
１０％时，投资人将可能无法及时赎回持有的全部基金份额。
投资人在进行投资决策前，请仔细阅读本基金的招募说明书及基金合同，了解本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并根
据自身的投资目的、投资期限、投资经验、资产状况等判断基金是否和投资人的风险承受能力相适应。
基金管理人承诺以恪尽职守、诚实信用、谨慎勤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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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基金的过往业绩及其净值高低并不预示其未来业绩表现。基金管理人所管理的其它基金
的业绩并不构成对本基金业绩表现的保证。基金管理人提醒投资人基金投资的“
买者自负”原则，在做出投资决
策后，基金运营状况与基金净值变化引致的投资风险，由投资人自行负担。
投资人应当通过基金管理人或具有基金代销业务资格的其他机构购买和赎回基金， 基金代销机构名单详
见本招募说明书、本基金的基金份额发售公告以及相关公告。
本招募说明书（
更新）摘要所载内容截止日为２０１５年１０月９日，有关财务数据和净值表现截止日为２０１５年９月
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３０日，所披露的投资组合为２０１５年第３季度的数据（
一、基金的名称
本基金名称：银华恒生中国企业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
二、基金的类型
股票型基金
三、基金的投资目标
本基金力争对恒生中国企业指数进行有效跟踪， 并力争将本基金的净值增长率与业绩比较基准之间的日
均跟踪偏离度的绝对值控制在０．５％以内，年跟踪误差控制在５％以内，以实现基金资产的长期增值。
四、基金的投资方向
本基金投资于具有良好流动性的金融工具，包括标的指数成份股、备选股、在已与中国证监会签署双边监管
合作谅解备忘录的国家或地区证券监管机构登记注册的跟踪同一标的指数的ＥＴＦ、以及在已与中国证监会签署
双边监管合作谅解备忘录的国家或地区证券市场挂牌交易的其他股票、固定收益类证券、现金、短期金融工具以
及法律法规或中国证监会允许基金投资的其他金融工具（
但须符合中国证监会的相关规定）。如果法律法规或监
管机构以后允许基金投资其他品种，基金管理人在履行适当程序后，可以将其纳入本基金的投资范围。
本基金投资于标的指数成份股、备选股、在已与中国证监会签署双边监管合作谅解备忘录的国家或地区证
券监管机构登记注册的跟踪同一标的指数的ＥＴＦ的投资比例不低于基金资产的８５％，其中，本基金投资于标的指
数成份股、备选股的投资比例不低于非现金基金资产的８０％；权证市值不超过基金资产净值的３％；现金及到期
日在一年以内的政府债券不低于基金资产净值的５％。
如法律法规或中国证监会以后允许基金投资其他金融工具，基金管理人在履行适当程序后（
不需召开基金
份额持有人大会），可以将其纳入投资范围。
五、基金的投资策略
（
一）投资策略
本基金采用复制法，按照成份股在恒生中国企业指数中的组成及其基准权重构建股票投资组合，以拟合、跟
踪恒生中国企业指数的收益表现，并根据标的指数成份股及其权重的变动而进行相应调整。
本基金可以投资于跟踪同一标的指数的ＥＴＦ， 基金管理人可在标的指数成份股和跟踪同一标的指数的ＥＴＦ
之间选择较优的方式实施组合构建，以达到节约成本和更好地跟踪标的指数的目的。
当预期成份股发生调整，成份股发生配股、增发、分红等行为，以及因基金的申购和赎回对本基金跟踪恒生
中国企业指数的效果可能带来影响，导致无法有效复制和跟踪标的指数时，基金管理人可以根据市场情况，采取
合理措施，在合理期限内进行适当的处理和调整，力争使跟踪误差控制在限定的范围之内。
１．资产配置策略
本基金管理人主要按照恒生中国企业指数的成份股组成及其权重构建股票投资组合， 并根据指数成份股
及其权重的变动而进行相应调整。本基金投资于标的指数成份股、备选股、在已与中国证监会签署双边监管合
作谅解备忘录的国家或地区证券监管机构登记注册的跟踪同一标的指数的ＥＴＦ的投资比例不低于基金资产的
８５％，其中，本基金投资于标的指数成份股、备选股的投资比例不低于非现金基金资产的８０％；现金或到期日在
一年以内的政府债券的投资比例不低于基金资产净值的５％。
２．股票投资组合构建
（
１）组合构建原则与方法
本基金将采用复制法构建股票投资组合，以拟合、跟踪恒生中国企业指数的收益表现。
（
２）组合调整
本基金所构建的股票投资组合原则上根据恒生中国企业指数成份股组成及其权重的变动而进行相应调
整。同时，本基金还将根据法律法规和基金合同中的投资比例限制、申购赎回变动情况、股票增发因素等变化，对
股票投资组合进行实时调整， 以保证基金净值增长率与恒生中国企业指数收益率之间的高度正相关和跟踪误
差最小化。
基金管理人应当自基金合同生效之日起６个月内使本基金的股票投资组合比例符合基金合同的约定。
① 定期调整
根据恒生中国企业指数的调整规则和备选股票的预期，对股票投资组合及时进行调整。
② 临时调整
Ａ．当上市公司发生增发、配股等影响成份股在指数中权重的行为时，本基金将根据各成份股的权重变化及
时调整股票投资组合；
Ｂ．根据本基金的申购和赎回情况，对股票投资组合进行调整，从而有效跟踪恒生中国企业指数；
Ｃ．根据法律、法规的规定，成份股在恒生中国企业指数中的权重因其它原因发生相应变化的，本基金将做相
应调整，以保持基金资产中该成份股的权重同指数一致。
（
３）投资绩效评估
在正常市场情况下，本基金力争实现年跟踪误差不超过５％。如因指数编制规则调整或其他因素导致跟踪误
差超过上述范围，基金管理人应采取合理措施避免跟踪误差进一步扩大。
（
二）投资决策
投资决策依据如下：
（
１）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本基金合同的有关规定；
（
２）宏观经济发展态势、区域经济发展情况、各国微观经济运行环境及其货币市场和证券市场运行状况、地
缘政治和投机因素；
（
３）国家行业政策、各行业在经济周期的表现、行业的发展趋势和行业竞争格局等；公司的核心竞争力的研
究、财务报表的分析和价值评估；
（
４）宏观分析师、策略分析师、股票分析师各自独立完成相应的研究报告，为投资策略提供依据。
（
５）团队投资方式。本基金在境外投资决策委员会领导下，由基金管理人具体执行投资计划，争取良好投资
业绩。
决策程序如下：
（
１）境外投资部运用风险监测模型以及各种风险监控指标，结合公司内外研究报告，对市场预期风险和指数
化投资组合风险进行风险测算与归因分析，依此提出研究分析报告；
（
２）境外投资决策委员会依据境外投资部提供的研究报告，定期召开或遇重大事项时召开投资决策会议，决
策相关事项。基金经理根据投资决策委员会的决议，进行基金投资管理的日常决策；
（
３）根据标的指数，结合研究报告，基金经理原则上依据指数成份股的权重构建组合，在追求跟踪误差最小
化的前提下，基金经理将采取适当的方法，以降低交易成本、控制投资风险；
（
４）交易管理部根据基金经理下达的交易指令制定交易策略，完成具体证券品种的交易；
（
５）境外投资部的境外风险控制人员根据市场变化定期和不定期对投资组合进行投资绩效评估，并提供相
关绩效评估报告。监察稽核部对投资计划的执行进行日常监督和实时风险控制；
（
６）基金经理根据跟踪标的指数变动，结合成份股基本面情况、流动性状况、基金申购和赎回的现金流量情
况、境外投资风险控制人员和监察稽核部提供的绩效评估报告以及对各种风险的监控和评估结果，对投资组合
进行监控和调整，密切跟踪标的指数。
六、业绩比较基准
税后）
人民币／港币汇率×恒生中国企业指数收益率×９５％＋人民币活期存款收益率×５％（
本基金是股票型基金，以恒生中国企业指数作为跟踪标的，采用复制法，按照成份股在恒生中国企业指数中
人民币／港币汇率×
的组成及其基准权重构建股票投资组合，以拟合、跟踪恒生中国企业指数的收益表现。使用“
恒生中国企业指数收益率×９５％＋人民币活期存款收益率×５％（
税后）”作为本基金的业绩比较基准，能较好的反
映本基金资产配置以及指数化投资的标的构成。
如本基金标的指数变化，则业绩比较基准中的标的指数将相应调整。此外，如果今后法律法规发生变化，或
者有更权威的、更能为市场普遍接受的业绩比较基准推出，或者是市场上出现更加适合用于本基金的业绩基准
时，本基金经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协商一致，可以变更业绩比较基准并及时公告。
其中，若标的指数变更涉及本基金投资范围或投资策略的实质性变更，则基金管理人应就变更标的指数召
包括但不
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并报中国证监会核准或者备案。若标的指数变更对基金投资无实质性影响（
限于编制机构变更、指数更名、指数编制方法变化等），则无需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在报中国证监会备案后
及时公告。
七、风险收益特征
本基金为股票型基金，具有较高预期风险、较高预期收益的特征。从本基金所分离的两类基金份额来看，Ｈ
股Ａ份额具有预期低风险、收益相对稳定的特征；Ｈ股Ｂ份额具有预期高风险、高预期收益的特征。同时，本基金为
海外证券投资基金，除了需要承担与国内证券投资基金类似的市场波动风险之外，本基金还面临汇率风险、主要
市场风险等海外市场投资所面临的特别投资风险。
八、投资组合报告
基金管理人的董事会及董事保证本报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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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金托管人中国建设银行根据本基金合同规定，复核了本报告中的财务指标、净值表现和投资组合报告等
内容，保证复核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本投资组合报告所载数据截至２０１５年９月３０日（
报告期末基金资产组合情况
１．
序号
项目
金额（
人民币元 ）
占基金总资产的比例（
％）
１

权益投资

２，２６２，７２５，８６８．９８

８１．９３

其中：普通股

２，２６２，７２５，８６８．９８

８１．９３

优先股

－

０．００

存托凭证

－

０．００

房地产信托凭证

－

０．００

２

基金投资

－

０．００

３

固定收益投资

－

０．００

其中：债券

－

０．００

资产支持证券

－

０．００

金融衍生品投资

－

０．００

其中：远期

－

０．００

期货

－

０．００

期权

－

０．００

权证

－

０．００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

０．００

４

５

６

其中：买断式回购的买入返
售金融资产

－

０．００

货币市场工具

－

０．００

７

银行存款和结算备付金合计

８

其他资产

９
２．

合计
２，７６１，７１７，７００．１７
报告期末在各个国家（
地区）证券市场的股票及存托凭证投资分布
国家（
地区）
公允价值（
人民币元）

３５９，５８２，２２１．８２

１３．０２

１３９，４０９，６０９．３７

中国香港

５．０５
１００．００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
％）

２，２６２，７２５，８６８．９８

８３．０４

合计

２，２６２，７２５，８６８．９８
８３．０４
注：１．股票的国家（
地区）类别根据其所在证券交易所确定。
２．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存托凭证。
３．自２０１５年４月２８日起，本基金开始通过沪港通机制投资于中国香港股票市场上的恒生中国企业指数成分
股、备选股。截至本报告期末，本基金通过沪港通交易机制持有的股票的市值为２，１８９，１０９，０６４．１６元。
３．报告期末按行业分类的股票及存托凭证投资组合
行业类别
公允价值（
人民币元）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
％）
保健 Ｈｅａｌｔｈ Ｃａｒｅ

３３，８２８，６００．６８

１．２４

必需消费品 Ｃｏｎｓｕｍｅｒ Ｓｔａｐｌｅｓ

１２，５７７，１０７．４７

０．４６

材料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

５３，６６４，２１７．１７

１．９７

电 信 服 务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Ｔｅｌｅ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非 必 需 消 费 品
Ｄｉｓｃｒｅｔｉｏｎａｒｙ

５３，００８，９１１．１９

Ｃｏｎｓｕｍｅｒ

１．９５

８１，２６７，０２３．２４

２．９８

工业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ｓ

８５，６７２，５９３．６９

３．１４

公共事业 Ｕｔｉｌｉｔｉｅｓ

９１，８５０，１９８．５４

３．３７

１，５６１，０４０，０８９．９４

５７．２９

２８９，８１７，１２７．０６

１０．６４

金融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ｓ
能源 Ｅｎｅｒｇｙ

合计
２，２６２，７２５，８６８．９８
注：１．以上分类采用全球行业分类标准（
ＧＩＣＳ）。
２．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存托凭证。
４．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十名股票及存托凭证投资明细
所属
序
公司名称（
中
证券 所在证券 国家
公允价值（
人民
数量（
公司名称 （
英文）
股）
号
文）
代码
市场
（
地
币元）
区）
１
２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Ａｎｄ
Ｃｏｍｍｅｒｃｉａｌ Ｂａｎｋ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Ｌｉｍｉｔｅｄ

中国工商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Ｂａｎｋ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Ｌｉｍｉｔｅｄ

中国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

０１３９８
ＨＫＣＧ
０３９８８
ＨＫＣＧ

港股通
港股通

中国平安保险
（
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中国平 ０２３１８
ＨＫＣＧ
安保险（
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港股通

中国
香港
中国
香港

６７，８０６，０００ ２４８，２２５，０５９．１６
９０，７４４，０００ ２４８，０３０，３３０．１９

８３．０４

占基金
资产净
值比例
（
％）
９．１１
９．１０

３

Ｐｉｎｇ Ａｎ Ｉｎｓｕｒａｎｃｅ
（
Ｇｒｏｕｐ）Ｃｏｍｐａｎｙ
Ｏｆ Ｃｈｉｎａ，Ｌｔｄ．

４

Ｃｈｉｎａ Ｌｉｆｅ
Ｉｎｓｕｒａｎｃｅ
Ｃｏｍｐａｎｙ Ｌｉｍｉｔｅｄ

中国人寿保险
股份有限公司

０２６２８
ＨＫＣＧ

港股通

中国
香港

９，１９１，０００ ２０２，１８０，９３４．２３

７．４２

５

Ｃｈｉｎａ Ｐｅｔｒｏｌｅｕｍ ＆
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ｉｏｎ

中国石油化工
集团公司

００３８６
ＨＫＣＧ

港股通

中国
香港

３１，４００，０００ １２１，３９２，８７４．１４

４．４６

６

ＰｅｔｒｏＣｈｉｎａ
Ｃｏｍｐａｎｙ Ｌｉｍｉｔｅｄ

中国石油天然
气集团公司

００８５７
ＨＫＣＧ

港股通

中国
香港

７

Ｃｈｉｎａ Ｍｅｒｃｈａｎｔｓ
Ｂａｎｋ Ｃｏ．，Ｌｔｄ．

招商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

０３９６８
ＨＫＣＧ

港股通

中国
香港

５，６４４，５００

８６，６３８，２６０．２４

３．１８

８

Ｃｈｉｎａ Ｐａｃｉｆｉｃ
Ｉｎｓｕｒａｎｃｅ（
ｇｒｏｕｐ）
Ｃｏ．，Ｌｔｄ．

中国太平洋保
险（
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

０２６０１
ＨＫＣＧ

港股通

中国
香港

３，１０５，６００

７３，０３１，９３０．９１

２．６８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Ｂａｎｋ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Ｌｉｍｉｔｅｄ

中国农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０１２８８
ＨＫＣＧ

港股通

９

中国
香港

中国
香港

６，４５２，５００ ２０３，１１２，２０４．７３

２６，００６，０００ １１４，６２７，９３８．７０

３０，３０４，０００

７２，８８０，３１０．８８

７．４５

４．２１

２．６７

Ｃｈｉｎａ Ｔｅｌｅｃｏｍ
中国电信集团 ００７２８
中国
港股通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ｉｏｎ
１７，３１４，０００ ５３，００８，９１１．１９
１．９５
公司
香港
ＨＫＣＧ
Ｌｉｍｉｔｅｄ
注：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存托凭证。
５．报告期末按债券信用等级分类的债券投资组合
注：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债券。
６．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五名债券投资明细
注：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债券。
７．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十名资产支持证券投资明细
注：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资产支持证券。
８．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五名金融衍生品投资明细
序号
衍生品类别
衍生品名称
公允价值（
人民币元）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
％）

１０

１

其他衍生工具＿股指期
货＿初始

２

其他衍生工具＿股指期
货＿冲抵

ＨＨＩ１２＿Ｄ
ＨＨＩ１２＿Ｄ

１９６，２３９，８２９．３７
－１９６，２３９，８２９．３７

７．２０
－７．２０

９．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十名基金投资明细
注：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基金。
１０．投资组合报告附注
１０．１本基金投资的前十名证券的发行主体本期不存在被监管部门立案调查，或在报告编制日前一年内受到
公开谴责、处罚的情形。
１０．２本基金投资的前十名股票没有超出基金合同规定的备选股票库之外的情形。
１０．３其他资产构成
序号
名称
金额（
人民币元）
１

存出保证金

２

应收证券清算款

３１，３７１，３５８．２０
－

３

应收股利

４，５１５，９１８．４０

４

应收利息

５９，９７１．２２

５

应收申购款

１０３，４６２，３６１．５５

６

其他应收款

－

７

待摊费用

－

８

其他

合计
９
１０．４ 报告期末持有的处于转股期的可转换债券明细
注：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处于转股期的可转换债券。

－
１３９，４０９，６０９．３７

基金管理人：银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１０．５报告期末前十名股票中存在流通受限情况的说明
注：本基金本报告期末前十名股票中不存在流通受限的情况。
１０．７投资组合报告附注的其他文字描述部分
由于四舍五入的原因，比例的分项之和与合计可能有尾差。
九、基金的业绩
本基金的业绩计算标准符合全球投资表现标准（
ＧＩＰＳ）的要求。
基金管理人依照恪尽职守、诚实信用、谨慎勤勉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财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
保证最低收益。基金的过往业绩并不代表其未来表现。投资有风险，投资者在做出投资决策前应仔细阅读本基金
的招募说明书。
本基金合同生效日为２０１４年４月９日，基金合同生效以来的的投资业绩及同期基准的比较如下表所示：
阶段
自基金合同生效
日（
２０１４．４．９）至
２０１４．１２．３１

份额净值增
业绩比较基
份额净值增
业绩比较基准
准收益率标
长率标准差
长率①
收益率③
准差④
②
１７．２１％

１．１０％

２０１５．１．１至
２０１５．６．３０

－１．４８％

１．４４％

２０１５．７．１至
２０１５．９．３０

－２２．５３％

２．１２％

自基金合同生效
日（
２０１４．４．９）至
２０１５．９．３０

－１０．５４％

１４．１４％

①－③

②－④

１．１４％

３．０７％

－０．０４％

７．９４％

１．５９％

－９．４２％

－０．１５％

－２３．４６％

２．０３％

０．９３％

０．０９％

１．４５％

－５．７０

１．４９％

－４．８４％

－０．０４％

十、基金管理人
（
一）基金管理人概况
名称

银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住所

广东省深圳市深南大道６００８号特区报业大厦１９层

办公地址

北京市东城区东长安街１号东方广场东方经贸城Ｃ２办公楼１５层

法定代表人

王珠林

设立日期

２００１年５月２８日

批准设立机关

中国证监会

批准设立文号

中国证监会证监基金字［
２００１］７号

组织形式

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

２亿元人民币

存续期间

持续经营

联系人

冯晶

电话

０１０－８５１８６５５８

传真

０１０－５８１６３０２７

银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成立于２００１年５月２８日，是经中国证监会批准（
证监基金字［
２００１］７号文）设立的全国
性资产管理公司。公司注册资本为２亿元人民币，公司的股权结构为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出资比例：４９％）、第
一创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出资比例：２９％）、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出资比例：２１％）及山西海鑫实业股份有限
公司（
出资比例：１％）。公司的主要业务是基金募集、基金销售、资产管理及中国证监会许可的其他业务。公司注
册地为广东省深圳市。
公司治理结构完善，经营运作规范，能够切实维护基金投资人的利益。公司董事会下设风险控制委员会、薪
酬与提名委员会２个专业委员会，有针对性地研究公司在经营管理和基金运作中的相关情况，制定相应的政策，
并充分发挥独立董事的职能，切实加强对公司运作的监督。
公司监事会由４位监事组成，主要负责检查公司的财务以及对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行为进行监督。
公司具体经营管理由总经理负责，公司根据经营运作需要设置投资管理一部、投资管理二部、投资管理三
部、量化投资部、研究部、市场营销部、机构业务部、国际合作与产品开发部、境外投资部、交易管理部、养老金业
务部、风险管理部、运作保障部、信息技术部、互联网金融部、投资银行部、公司办公室、人力资源部、行政财务部、
深圳管理部、监察稽核部、战略发展部等２２个职能部门，并设有北京分公司。此外，公司设立投资决策委员会作为
公司投资业务的最高决策机构，同时下设“主动型Ａ股投资决策、固定收益投资决策、量化和境外投资决策”三
个专门委员会。公司投资决策委员会负责确定公司投资业务理念、投资政策及投资决策流程和风险管理。
二）主要人员情况
（
１．基金管理人董事、监事、经理及其他高级管理人员
王珠林先生：董事长，经济学博士。曾任甘肃省职工财经学院财会系讲师；甘肃省证券公司发行部经理；中国
蓝星化学工业总公司处长，蓝星清洗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蓝星化工新材料股份公司筹备
组组长；西南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副总裁；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总裁。
此外，还曾先后担任中国证监会发行审核委员会委员、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并购重组审核委员会委员、中国证券
业协会投资银行业委员会委员、重庆市证券期货业协会会长、盐田港集团外部董事、国投电力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上海城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等职务。现任银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银华国际资本管理
有限公司董事长、银华财富资本管理（
北京）有限公司董事、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兼任中国上市公司协会
并购融资委员会执行主任、中国退役士兵就业创业服务促进会副理事长、中证机构间报价系统股份有限公司董
事、中航动力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财政部资产评估准则委员会委员、北京大学公共经济管理研究中心研究
员。
钱龙海先生：董事，经济学硕士。曾任北京京放投资管理顾问公司总经理助理；佛山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副总
经理。现任第一创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总裁，兼任第一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第一创业
摩根大通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董事。还担任中国证券业协会第五届理事会理事，中国证券业协会投资银行业务委
员会第五届副主任委员，深圳市证券业协会副会长。
杨树财先生：董事，中共党员，研究生，高级会计师，中国注册会计师，中国证券业协会创新发展战略委员会
副主任委员，吉林省高级专业技术资格评审委员会评委，第十三届长春市人大代表，长春市特等劳动模范，吉林
省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吉林省劳动模范，吉林省人民政府第三届、第四届决策咨询
委员。曾任职吉林省财政厅、吉林会计师事务所涉外业务部主任；广西北海吉兴会计师事务所主任会计师；吉林
会计师事务所副所长；东北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财务总监、副总裁、总裁；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总裁、党委书记；
东方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现任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党委副书记；中证机构间报价系统股份
有限公司监事。
周晓冬先生：董事，金融ＭＢＡ、国际商务师。曾任中国南光进出口总公司广东分公司总经理；上海海博鑫惠国
际贸易有限公司董事、常务副总经理。现任海鑫钢铁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助理，兼任北京惠宇投资有限公司总经
理。
王立新先生，董事、总经理，经济学博士。曾任中国工商银行总行科员；南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基金部副处
长；南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研究开发部、市场拓展部总监；银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副总经理、代总经
北京）有限公司董事长、银华国际资
理、代董事长。现任银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银华财富资本管理（
本管理有限公司董事。
郑秉文先生：独立董事，经济学博士后，教授，博士生导师。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培训中心主任，院长助理，副
院长。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党委书记、所长；中国社科院世界社会保障中心主任；中国社科院研究生
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政府特殊津贴享受者，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兼职教授，武汉大学社会保障研究中心
兼职研究员，西南财经大学保险学院暨社会保障研究所兼职教授，辽宁工程技术大学客座教授。
王恬先生：独立董事，大学学历，高级经济师。曾任中国银行深圳分行行长，深圳天骥基金董事，中国国际财
务有限公司（
深圳）董事长，首长四方（
集团）有限公司执行董事。现任南方国际租赁有限公司董事、总裁。
陆志芳先生：独立董事，法律硕士，律师。曾任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法律系副主任，北京仲裁委员会仲裁员，北
京市律师协会国际业务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海问律师事务所律师、合伙人，浩天信和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律师。现
任北京天达共和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律师。
刘星先生：独立董事，管理学博士，重庆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会计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政府特殊津贴享
受者、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非执业会员、中国会计学会理事、中国会计学会对外学术交流专业委员会副主任、中
国会计学会教育分会前任会长、中国管理现代化研究会常务理事、中国优选法统筹法与经济数学研究会常务理
事。
周兰女士：监事会主席，中国社会科学院货币银行学专业研究生学历。曾任北京建材研究院财务科长；北京
京放经济发展公司计财部经理；佛山证券有限责任公司监事长及风险控制委员会委员。现任第一创业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监事长及风险控制委员会委员。
王致贤先生，监事，硕士。曾任重庆市地方税务局办公室秘书、重庆市政府办公厅一处秘书、重庆市国有资产
监督管理委员会办公室秘书、重庆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企业管理三处副处长。现任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办公室（
党委办公室）主任、证券事务代表。
杜永军先生：监事，大专学历。曾任五洲大酒店财务部收款主管；北京赛特饭店财务部收款主管、收款主任、
经理助理、副经理、经理。现任银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行政财务部总监助理。
龚飒女士：监事，硕士学历。曾任湘财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分支机构财务负责人；泰达荷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事业部副总经理；湘财证券有限责任公司稽核经理；交银施罗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运营部总经理。现任银华
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运作保障部总监。
封树标先生：副总经理，工学硕士。曾任国信证券天津营业部经理、平安证券综合研究所副所长、平安证券资
产管理事业部总经理、平安大华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广发基金机构投资部总经理等职。２０１１年３月加
盟银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曾担任公司总经理助理职务，现任银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同时兼任公司投
资管理二部总监及投资经理。
周毅先生：副总经理，硕士学位。曾任美国普华永道金融服务部部门经理、巴克莱银行量化分析部副总裁及
巴克莱亚太有限公司副董事等职。２００９年９月加盟银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曾担任银华全球核心优选证券投资基
金、银华沪深３００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ＬＯＦ）及银华抗通胀主题证券投资基金（
ＬＯＦ）基金经理和公司总经理助理职
务。现任银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兼任公司量化投资总监、量化投资部总监以及境外投资部总监、银华
财富资本管理（
北京）有限公司董事、银华国际资本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并同时兼任银华深证１００指数分级证券
投资基金、银华中证８００等权重指数增强分级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经理职务。
凌宇翔先生，副总经理，工商管理硕士。曾任机械工业部主任科员；西南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基金管理部总经
理；银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督察长。现任银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及银华国际资本管理有限公司董事。
杨文辉先生，督察长，法学博士。曾任职于北京市水利经济发展有限公司、中国证监会。现任银华基金管理有
限公司督察长
２．本基金基金经理
乐育涛先生，硕士学位。曾就职于ＷｏｒｌｄＣｏ金融服务公司，主要从事自营证券投资工作；曾就职于Ｂｉｎｏｃｕｌａｒ资
产管理公司，从事股指期货交易策略研究工作；并曾就职于Ｅｖａｌｕｓｅｒｖｅ咨询公司，任职投资研究部主管。２００７年４
月加盟银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曾担任银华全球核心优选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经理助理职务，现任银华国际资本
管理有限公司执行董事。２０１１年５月１１日起任“
银华全球核心优选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经理，自２０１４年４月９日起兼
任本基金基金经理。
３．公司投资决策委员会成员
委员会主席：王立新
委员：封树标、周毅、王华、姜永康、王世伟、郭建兴、倪明、董岚枫
王立新先生：详见主要人员情况。
封树标先生：详见主要人员情况。
周毅先生：详见主要人员情况。
王华先生，硕士学位，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非执业会员。曾任职于西南证券有限责任公司。２０００年１０月加盟
银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筹），先后在研究策划部、基金经理部工作，曾任银华保本增值证券投资基金、银华货币
市场证券投资基金、银华富裕主题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经理。现任银华中小盘精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和
银华回报灵活配置定期开放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经理、公司总经理助理、投资管理一部总监及Ａ股
基金投资总监。
姜永康先生，硕士学位。２００１年至２００５年曾就职于中国平安保险（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历任研究员、组合经
理等职。２００５年９月加盟银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曾任养老金管理部投资经理职务。曾担任银华货币市场证券投
资基金、银华保本增值证券投资基金、银华永祥保本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银华中证转债指数增强分级证券投资
北
基金基金经理。现任公司总经理助理、投资管理三部总监及固定收益基金投资总监以及银华财富资本管理（
京）有限公司董事，并同时担任银华增强收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银华永泰积极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经
理。
王世伟先生，硕士学位，曾担任吉林大学系统工程研究所讲师；平安证券营业部总经理；南方基金公司市场
部总监；都邦保险投资部总经理；金元证券资本市场部总经理。２０１３年１月加盟银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曾担任银
华财富资本管理（
北京）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现任银华财富资本管理（
北京）有限公司总经理。
郭建兴先生，学士学位。曾在山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原山西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从事证券自营业务工作，历
任交易主管、总经理助理兼监理等职；并曾就职于华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投资管理部，曾担任华商领先企业混合
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经理职务。２０１１年４月加盟银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现任银华优质增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经理。
倪明先生，经济学博士；曾在大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从事研究分析工作，历任债券信用分析师、债券基金助
理、行业研究员、股票基金助理等职，并曾任大成创新成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经理职务。２０１１年４月加盟银
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现任银华核心价值优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银华领先策略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及银华
战略新兴灵活配置定期开放混合型发起式基金基金经理。
董岚枫先生，博士学位；曾任五矿工程技术有限责任公司高级业务员。２０１０年１０月加盟银华基金管理有限公
司，历任研究部助理研究员、行业研究员、研究部副总监。现任研究部总监。
４．上述人员之间均不存在近亲属关系。
十一、基金的费用与税收
（
一）基金费用的种类
１．基金管理人的管理费，含境外投资顾问收取的费用；
２．基金托管人的托管费，含境外托管代理行收取的费用；
３．基金合同生效后的指数许可使用费；
４．基金财产拨划支付的银行费用；
５．基金合同生效后的基金信息披露费用；
６．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费用；
７．基金合同生效后与基金有关的会计师费、律师费和诉讼费、仲裁费等法律费用；
８．基金的证券交易费用；
９．证券账户开户费用；
１０．基金上市初费和上市月费；
１１．外汇兑换交易的相关费用；
１２．依法可以在基金财产中列支的其他费用。
（
二）上述基金费用由基金管理人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参照公允的市场价格确定，法律法规另有规定时从其
规定。
（
三）基金费用计提方法、计提标准和支付方式
１．基金管理人的管理费
在通常情况下，基金管理费按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的１．００％年费率计提。计算方法如下：
Ｈ＝Ｅ×年管理费率÷当年天数
Ｈ为每日应计提的基金管理费
Ｅ为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
基金管理费每日计提，按月支付。由基金托管人根据与基金管理人核对一致的财务数据，自动在月初５个工
作日内、按照指定的账户路径进行资金支付，基金管理人无需再出具资金划拨指令。若遇不可抗力致使无法按时
支付的，支付日期顺延至最近可支付日。费用自动扣划后，基金管理人应进行核对，如发现数据不符，及时联系托
管人协商解决。
２．基金托管人的托管费
在通常情况下，基金托管费按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的０．２８％年费率计提。计算方法如下：
Ｈ＝Ｅ×年托管费率÷当年天数
Ｈ为每日应计提的基金托管费
Ｅ为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
基金托管费每日计提，按月支付。由基金托管人根据与基金管理人核对一致的财务数据，自动在月初５个工
作日内、按照指定的账户路径进行资金支付，基金管理人无需再出具资金划拨指令。若遇不可抗力致使无法按时
支付的，支付日期顺延至最近可支付日。费用自动扣划后，基金管理人应进行核对，如发现数据不符，及时联系托
管人协商解决。
３．基金合同生效后的标的指数许可使用费；
本基金按照基金管理人与标的指数许可方所签订的指数使用许可协议中所规定的指数许可使用费计提方
法计提指数许可使用费。其中，基金合同生效前的许可使用固定费是为获取使用指数开发基金的权利而支付的
费用，不列入基金费用；基金合同生效后的指数许可使用费从基金财产中列支，按每季金额在２５，０００港币与参考
下列公式逐日累计计算的金额中孰高者计。
计算方法如下：
在每个自然日：
Ｈ＝Ｅ×Ａ÷当年实际天数
Ｈ为每个自然日应计提的指数使用费，币种为人民币
恒生中国企业指数”指数许可使用费的费率
Ａ等于０．０４％，为“
Ｅ为前一自然日基金资产净值
指数使用费每日计提，按季支付。由基金管理人向基金托管人发送指数使用费划付指令，经基金托管人复核
后于次季度首日起１５个自然日内从基金财产中一次性支付给基金管理人，由基金管理人根据指数使用许可协议
所规定的方式支付给标的指数许可方。若遇法定节假日、休息日，支付日期顺延。
如果指数许可使用费的计算方法和费率等发生调整， 本基金将采用调整后的方法或费率计算指数使用费。
基金管理人应及时按照《
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的规定在指定媒体进行公告。
４．其他基金费用，由基金托管人根据其他有关法规及相应协议的规定，按费用支出金额支付，列入或摊入当
期基金费用。
（
四）不列入基金费用的项目
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因未履行或未完全履行义务导致的费用支出或基金财产的损失， 以及处理与基
金运作无关的事项发生的费用等不列入基金费用。基金合同生效前所发生的信息披露费、律师费和会计师费以
及其他费用不从基金财产中支付。
（
五）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可根据基金发展情况调低基金管理费率和基金托管费率。基金管理人必须最
迟于新的费率实施日２日前在指定媒体上刊登公告。
（
六）基金税收
基金根据国家法律法规和基金投资所在地的法律法规规定，履行纳税义务。基金管理人对最终税务的处理
的真实准确负责。
基金份额持有人根据中国法律法规规定，履行纳税义务。
除因基金管理人或基金托管人疏忽、故意行为导致的基金在税收方面造成的损失外，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
管人不承担责任。
十二、基金托管人
（
一）基金托管人情况
１、基本情况
名称：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简称：中国建设银行）
住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２５号
办公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闹市口大街１号院１号楼
法定代表人：王洪章
成立时间：２００４年０９月１７日
组织形式：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贰仟伍佰亿壹仟零玖拾柒万柒仟肆佰捌拾陆元整
存续期间：持续经营
基金托管资格批文及文号：中国证监会证监基字［
１９９８］１２号
联系人：田 青
联系电话：（
０１０）６７５９ ５０９６中国建设银行成立于１９５４年１０月，是一家国内领先、国际知名的大型股份制商业
银行，总部设在北京。中国建设银行于２００５年１０月在香港联合交易所挂牌上市（
股票代码９３９），于２００７年９月在上
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上市（
股票代码６０１９３９）。于２０１４年末，中国建设银行市值约为２，０７９亿美元，居全球上市银行
第四位。
于２０１４年末，本集团资产总额１６７，４４１．３０亿元，较上年增长８．９９％；客户贷款和垫款总额９４，７４５．２３亿元，增长
１０．３０％；客户存款总额１２８，９８６．７５亿元，增长５．５３％。营业收入５，７０４．７０亿元，较上年增长１２．１６％；其中，利息净收
入增长１２．２８％， 净利息收益率 （
ＮＩＭ）２．８０％； 手续费及佣金净收入占营业收入比重为１９．０２％； 成本收入比为
２８．８５％。利润总额２，９９０．８６亿元，较上年增长６．８９％；净利润２，２８２．４７亿元，增长６．１０％。资本充足率１４．８７％，不良贷
款率１．１９％，拨备覆盖率２２２．３３％。
客户基础进一步夯实，全年公司机构有效客户和单位人民币结算账户分别新增１１万户和６８万户，个人有效
客户新增１，１８８万户。网点“
三综合”覆盖面进一步扩大，综合性网点达到１．３７万个，综合柜员占比达到８０％，综合
营销团队１．７５万个，网点功能逐步向客户营销平台、体验平台和产品展示平台转变。深化网点柜面业务前后台分
离，全行超过１．４５万个营业网点３０类柜面实时性业务产品实现总行集中处理，处理效率提高６０％。总分行之间、总
分行与子公司之间、境内外以及各分行之间的业务联动和交叉营销取得重要进展，集团综合性、多功能优势逐步
显现。
债务融资工具累计承销３，９８９．８３亿元，承销额连续四年同业排名第一。以“
养颐”为主品牌的养老金融产品

体系进一步丰富，养老金受托资产规模、账户管理规模分别新增１８８．３２亿元和６２．３４万户。投资托管业务规模增幅
３８．０６％，新增证券投资基金托管只数和首发份额市场领先。跨境人民币客户数突破１万个、结算量达１．４６万亿元。
信用卡累计发卡量６，５９３万张，消费交易额１６，５８０．８１亿元，多项核心指标同业第一。私人银行业务持续推进，客
户数量增长１４．１８％，金融资产增长１８．２１％。
２０１４年，本集团各方面良好表现，得到市场与业界广泛认可，先后荣获国内外知名机构授予的１００余项重要
奖项。在英国《
银行家》杂志２０１４年“
世界银行１０００强排名”中，以一级资本总额位列全球第２；在英国《
金融时报》
全球５００强排名第２９位，新兴市场５００强排名第３位；在美国《
福布斯》杂志２０１４年全球上市公司２０００强排名中位列
第２；在美国《
财富》杂志世界５００强排名第３８位。此外，本集团还荣获国内外重要媒体评出的诸多重要奖项，覆盖
公司治理、社会责任、风险管理、公司信贷、零售业务、投资托管、债券承销、信用卡、住房金融和信息科技等多个
领域。
中国建设银行总行设投资托管业务部，下设综合处、基金市场处、证券保险资产市场处、理财信托股权市场
处、ＱＦＩＩ托管处、养老金托管处、清算处、核算处、监督稽核处等９个职能处室，在上海设有投资托管服务上海备份
中心，共有员工２２０余人。自２００７年起，托管部连续聘请外部会计师事务所对托管业务进行内部控制审计，并已经
成为常规化的内控工作手段。２、主要人员情况
赵观甫，投资托管业务部总经理，曾先后在中国建设银行郑州市分行、总行信贷部、总行信贷二部、行长办公
室工作，并在中国建设银行河北省分行营业部、总行个人银行业务部、总行审计部担任领导职务，长期从事信贷
业务、个人银行业务和内部审计等工作，具有丰富的客户服务和业务管理经验。
纪伟，投资托管业务部副总经理，曾就职于中国建设银行南通分行、中国建设银行总行计划财务部、信贷经
营部、公司业务部，长期从事大客户的客户管理及服务工作，具有丰富的客户服务和业务管理经验。
张军红，投资托管业务部副总经理，曾就职于中国建设银行青岛分行、中国建设银行总行零售业务部、个人
银行业务部、行长办公室，长期从事零售业务和个人存款业务管理等工作，具有丰富的客户服务和业务管理经
验。
张力铮，投资托管业务部副总经理，曾就职于中国建设银行总行建筑经济部、信贷二部、信贷部、信贷管理
部、信贷经营部、公司业务部，并在总行集团客户部和中国建设银行北京市分行担任领导职务，长期从事信贷业
务和集团客户业务等工作，具有丰富的客户服务和业务管理经验。
黄秀莲，投资托管业务部副总经理，曾就职于中国建设银行总行会计部，长期从事托管业务管理等工作，具
有丰富的客户服务和业务管理经验。
３、基金托管业务经营情况
作为国内首批开办证券投资基金托管业务的商业银行，中国建设银行一直秉持“
以客户为中心”的经营理
念，不断加强风险管理和内部控制，严格履行托管人的各项职责，切实维护资产持有人的合法权益，为资产委托
人提供高质量的托管服务。经过多年稳步发展，中国建设银行托管资产规模不断扩大，托管业务品种不断增加，
已形成包括证券投资基金、社保基金、保险资金、基本养老个人账户、ＱＦＩＩ、企业年金等产品在内的托管业务体
系，是目前国内托管业务品种最齐全的商业银行之一。截至２０１５年６月末，中国建设银行已托管５１４只证券投资基
金。中国建设银行专业高效的托管服务能力和业务水平，赢得了业内的高度认同。中国建设银行自２００９年至今连
续五年被国际权威杂志《
全球托管人》评为“
中国最佳托管银行”。
十三、境外资产托管人
（
一）境外托管人的基本情况
名称：摩根大通银行香港分行（
ＪＰＭｏｒｇａｎ Ｃｈａｓｅ Ｂａｎｋ，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ＨＯＮＧ ＫＯＮＧ ＢＲＡＮＣＨ），摩根
大通银行香港分行为摩根大通银行（
ＪＰＭｏｒｇａｎ Ｃｈａｓｅ Ｂａｎｋ，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在香港注册的分支机构。
摩根大通银行（
以下或简称摩根大通）：
注册地址：１１１１ Ｐｏｌａｒｉｓ Ｐａｒｋｗａｙ， Ｃｏｌｕｍｂｕｓ， ＯＨ ４３２４０， Ｕ．Ｓ．Ａ．
办公地址：２７０ Ｐａｒｋ Ａｖｅｎｕｅ，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１００１７－２０７０
法定代表人：Ｊａｍｅｓ Ｄｉｍｏｎ
成立时间：１７９９年
信用等级：穆迪评级Ａａ３（
高级信用债券）
作为全球领先的金融服务公司，摩根大通拥有２．５万亿美元资产，在超过６０ 个国家经营。在投资银行业务、
消费者金融服务、小企业和商业银行业务、金融交易处理、资产管理和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等方面，摩根大通均为
业界领导者。
摩根大通自１９４６ 年开始为其美国客户提供托管服务。之后为响应客户投资海外的要求，该公司在１９７４ 年率先
开展了一种综合性的服务率先全球托管。此后，摩根大通继续扩展服务，以满足不断变化的客户需要。通过提供
优质服务和创新的产品，摩根大通始终保持其领先地位。
作为全球托管行业的领先者，摩根大通托管资产达２０．５万亿美元（
截至２０１４年１２月３１日），为全世界最大的
机构投资者提供创新的托管、基金会计和服务以及证券服务。
摩根大通是一家真正的全球机构，在超过６０ 个国家有实体运作。与很多竞争对手不同之处在于，摩根大通
还可为客户提供顶级投资银行在市场领先的服务，包括外汇交易、全球期货与期权清算、股权及股权挂钩产品以
及固定收益投资的交易与研究。同时，在资产负债表内和表外的现金和流动性方面，我们也有很强的解决方案能
力。
此外，摩根大通还是亚太地区全球托管的先行者之一，其历史可以追溯到１９７４ 年，在亚太地区１５ 个国家／地
区均有客户：日本、澳大利亚、文莱、中国、香港、印度、马来西亚、新西兰、新加坡、韩国、台湾、菲律宾、泰国、东帝
汶和越南。
十四、相关服务机构
（
一）基金份额发售机构
１．直销机构
（
１）银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北京直销中心
地址：北京市东城区东长安街１号东方广场东方经贸城Ｃ２办公楼１５层
电话：０１０－５８１６２９５０
传真：０１０－５８１６２９５１
联系人：展璐
网址：ｗｗｗ．ｙｈｆｕｎｄ．ｃｏｍ．ｃｎ
全国统一客户服务电话：４００－６７８－３３３３
（
２）银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深圳直销中心
地址：广东省深圳市深南大道６００８号特区报业大厦１９层
电话：０７５５－８３５１５００２
传真：０７５５－８３５１５０８２
联系人：饶艳艳
２．场内代销机构
场内代销机构具有基金销售业务资格并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和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认可的深圳
证券交易所场内会员单位。（
具体名单见基金份额发售公告）
３、场外代销机构
１）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法定代表人

王洪章

客服电话

９５５３３

２）

网址

注册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复兴门内大街１号

法定代表人

田国立

客服电话

９５５６６

３）

蒋超良

客服电话

９５５９９

网址

ｗｗｗ．ｂｏｃ．ｃｎ

网址

上海市银城中路１８８号

法定代表人

牛锡明

客服电话

法定代表人

吴承根

客服电话

网址
０５７１－９６７７７７
ｗｗｗ．ｓｔｏｃｋｅ．ｃｏｍ．ｃｎ
３３） 中国中投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深圳市福田区益田路与福中路交界处荣超商务中心Ａ栋第１８层－２１层及第０４层
０１．０２．０３．０５．１１．１２．１３．１５．１６．１８．１９．２０．２１．２２．２３单元

注册地址

网址

ｗｗｗ．ｂａｎｋｃｏｍｍ．ｃｏｍ

李微

网址

ｗｗｗ．ｅ５６１８．ｃｏｍ

注册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３５号国际企业大厦Ｃ座

法定代表人

陈有安

联系人

邓颜

客服电话

４００－８８８－８８８８

网址

ｗｗｗ．ｃｈｉｎａｓｔｏｃｋ．ｃｏｍ．ｃｎ

注册地址

辽宁省沈阳市和平区光荣街２３号甲

法定代表人

马功勋

联系人

袁劲松

客服电话

４００－６１８０－３１５

网址

ｗｗｗ．ｓｔｏｃｋｒｅｎ．ｃｏｍ

５７）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朝阳区安立路６６号４号楼

客服电话
网址
４００ ６００ ８００８、９５５３２
ｗｗｗ．ｃｈｉｎａ－ｉｎｖｓ．ｃｎ
３４） 中航证券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南昌市红谷滩新区红谷中大道１６１９号国际金融大厦Ａ座４１楼

法定代表人

王常青

联系人

权唐

客服电话

４００－８８８８－１０８

网址

ｗｗｗ．ｃｓｃ１０８．ｃｏｍ

法定代表人

注册地址

深圳市深南大道７０８８号招商银行大厦Ａ层

客服电话
网址
４００－８８６６－５６７
ｗｗｗ．ａｖｉｃｓｅｃ．ｃｏｍ
３５） 中山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
深圳市南山区科技中一路西华强高新发展大楼７层、８层

法定代表人

王东明

联系人

腾艳

客服电话

９５５５８

网址

ｗｗｗ．ｃｉｔｉｃｓ．ｃｏｍ

法定代表人

黄扬录

联系人

罗艺琳

注册地址

青岛市崂山区深圳路２２２号青岛国际金融广场１号楼２０层（
２６６０６１）

客服电话

４００－１０２２－０１１

网址

ｈｔｔｐ：／／ｗｗｗ．ｚｓｚｑ．ｃｏｍ／

法定代表人

杨宝林

联系人

吴忠超

客服电话

９５５４８

网址

ｗｗｗ．ｃｉｔｉｃｓｓｄ．ｃｏｍ

胡长生（
代）

联系人

王宜四

联系人

刘毅

戴蕾

３６） 渤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天津市经济技术开发区第二大街４２号写字楼１０１室
注册地址
法定代表人

王春峰

联系人

６０） 首创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蔡霆

客服电话
网址
４００－６５１５－９８８
３７） 大同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
大同市城区迎宾街１５号桐城中央２１层

ｈｔｔｐ：／／ｗｗｗ．ｂｈｚｑ．ｃｏｍ

法定代表人

联系人

薛津

网址

ｈｔｔｐ：／／ｗｗｗ．ｄｔｓｂｃ．ｃｏｍ．ｃｎ／

董祥

客服电话
４００７１２１２１２
３８） 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长春市自由大路１１３８号
法定代表人

杨树财

客服电话

４００ －６００ －０６８６
８５０９６７３３

；０４３１ －

联系人

安岩岩

网址

ｗｗｗ．ｎｅｓｃ．ｃｎ

庞介民

联系人

网址
０４７１－４９６０７６２
４１） 申万宏源西部证券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新疆乌鲁木齐市文艺路２３３号

ｗｗｗ．ｃｎｈｔ．ｃｏｍ．ｃｎ

法定代表人

李巍

李季

联系人

客服电话

联系人

刘宇

４００６２００６２０

网址

ｗｗｗ．ｓｃｚｑ．ｃｏｍ．ｃｎ

注册地址

深圳市福田区金田路４０２８号荣超经贸中心办公楼４７层０１单元

法定代表人

赵立功

联系人

王鹏宇

客服电话

４００－１８４－００２８

网址

ｗｗｗ．ｗｋｚｑ．ｃｏｍ．ｃｎ

注册地址

北京市建国门外大街１号国贸大厦２座２７层及２８层

法定代表人

金立群

客服电话

０１０ －８５６７９２３８；０１０
８５６７９１６９

－

联系人

蔡宇洲

网址

ｗｗｗ．ｃｉｃｃｓ．ｃｏｍ．ｃｎ

ｗｗｗ．ｈｙｓｅｃ．ｃｏｍ

法定代表人

邓鹏怡

李晓安

联系人

ｗｗｗ．ｈｌｚｑｇｓ．ｃｏｍ

法定代表人

李慧灵
ｗｗｗ．ｈｒｓｅｃ．ｃｏｍ．ｃｎ

法定代表人

刘爽

联系人

网址
４００－６６６－２２８８
ｗｗｗ．ｊｈｚｑ．ｃｏｍ．ｃｎ
４５） 联讯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中国广东省惠州市惠城区江北东江三路广播电视新闻中心

注册地址

山东省济南市经七路８６号

法定代表人

李玮

联系人

郭晴

洪诚

网址

ｗｗｗ．ｃｉｔｉｃｓｆ．ｃｏｍ

注册地址

郑州市郑东新区商务外环路１０号

法定代表人

菅明军

联系人

程月艳

客服电话

９５３７７

网址

ｗｗｗ．ｃｃｎｅｗ．ｃｏｍ

办公地址

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文二西路１号元茂大厦９０３

联系人

吴杰

客服电话

４００８－７７３－７７２

网址

ｗｗｗ．ｌｘｚｑ．ｃｏｍ．ｃｎ

联系人

马晓男

联系人

网址

办公地址

上海市徐汇区龙田路１９５号 ３Ｃ座９楼

ｗｗｗ．ｉｊｉｊｉｎ．ｃｎ

联系人

潘世友
网址

４００－１８１８－１８８

办公地址

深圳市罗湖区梨园路物资控股置地大厦８楼

ｗｗｗ．１２３４５６７．ｃｏｍ．ｃｎ

联系人

童彩平

客服电话

４００６－７８８－８８７

网址

ｗｗｗ．ｚｌｆｕｎｄ．ｃｎ及ｗｗｗ．ｊｊｍｍｗ．ｃｏｍ

办公地址

浙江省杭州市滨江区江南大道３５８８号恒生大厦１２楼

联系人

徐昳绯

客服电话

４０００－７６６－１２３

网址

ｗｗｗ．ｆｕｎｄ１２３．ｃｎ

６９）上海好买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办公地址

上海市浦东新区浦东南路１１１８号鄂尔多斯国际大厦９楼（
２００１２０）

联系人

罗梦

客服电话

４００－７００－９６６５

网址

ｗｗｗ．ｅｈｏｗｂｕｙ．ｃｏｍ

基金管理人可根据有关法律法规规定，选择其他符合要求的机构代理销售本基金，并及时公告。
４．网上直销
投资者可以通过本基金管理人网上直销交易系统办理本基金的开户和认购手续，具体交易细则请参阅本基
金管理人网站公告。
网址：ｗｗｗ．ｙｈｆｕｎｄ．ｃｏｍ．ｃｎ
（
二）登记机构

程宜荪

侯巍

联系人

４００－９９０－８８２６

６８）杭州数米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

客服电话
９５５６４
４６） 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张皓

客服电话

６７）深圳众禄金融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网址
４００－８９８－９９９９
４４） 江海证券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香坊区赣水路５６号
客服电话

徐刚

法定代表人

客服电话

联系人

孙名扬

深圳市福田区中心三路８号卓越时代广场（
二期）北座１３层１３０１－１３０５室、１４层

６６）上海天天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
网址
９５３６８
４３） 华融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８号
注册地址
祝献忠

注册地址

６５）浙江同花顺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网址
４００－８００－０５６２
４２） 华龙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甘肃省兰州市东岗西路６３８号

法定代表人

吴涛

客服电话

６４） 中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王旭华

客服电话

法定代表人

法定代表人

６３） 中信期货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
网址
４００－８１８－８１１８
ｗｗｗ．ｇｕｏｄｕ．ｃｏｍ
４０） 恒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内蒙古呼和浩特市新城区新华东街１１１号

法定代表人

北京市西城区德胜门外大街１１５号

６２）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常喆

法定代表人

注册地址

６１） 五矿证券有限公司

３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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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定代表人

５８）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山东）有限责任公司
５９） 中信证券（

郭熠

名称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及办公地址

中国北京西城区太平桥大街１７号

法定代表人

金颖

联系人

崔巍

电话

０１０－６６２１０９８８，０１０－５９３７８８８８

传真

０１０－６６２１０９３８

４００－６６６－１６１８；
网址
ｗｗｗ．ｉ６１８．ｃｏｍ．ｃｎ
９５５７３
４９） 天相投资顾问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金融街１９号富凯大厦Ｂ座７０１

名称

上海市通力律师事务所

住所及办公地址

上海市银城中路６８号时代金融中心１９楼

法定代表人

负责人

韩炯

联系人

黎明

网址
０１０－６６０４５６７８
ｗｗｗ．ｊｊｍ．ｃｏｍ．ｃｎ
５０） 西部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西安市东新街２３２号陕西信托大厦１６－１７层

电话

０２１－３１３５８６６６

传真

０２１－３１３５８６００

经办律师

吕红、黎明

（
三）出具法律意见书的律师事务所

林义相

联系人

尹伶

客服电话

９５５５９

联系人

４００８８９５６１８

注册地址

法定代表人

客服电话

ｗｗｗ．ａｂｃｈｉｎａ．ｃｏｍ

赵大建

客服电话

５６） 中天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网址
４００－８８７－８８２７
ｗｗｗ．ｕｂｓｓｅｃｕｒｉｔｉｅｓ．ｃｏｍ
４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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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浙江省杭州市杭大路１号黄龙世纪广场Ａ６／７

注册地址

客服电话

北京市东城区建国门内大街６９号

法定代表人
４）

ｗｗｗ．ｃｃｂ．ｃｏｍ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３２） 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网址
９５５３８
ｗｗｗ．ｑｌｚｑ．ｃｏｍ．ｃｎ
４７） 瑞银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７号英蓝国际金融中心１２层、１５层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５５）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

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２５号

北京市朝阳区北四环中路２７号院５号楼

注册地址

（
四）会计师事务所及经办注册会计师

法定代表人

刘建武

联系人

刘莹

名称

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

注册地址

深圳市福田区深南大道７０８８号

客服电话

９５５８２

网址

ｗｗｗ．ｗｅｓｔｓｅｃｕ．ｃｏｍ．ｃｎ

办公地址

北京市东城区东长安街１号东方广场东方经贸城安永大楼（
即东３办公楼）１６层

法定代表人

李建红

法定代表人

葛明

联系人

王珊珊

客服电话

９５５５５

５１） 新时代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北三环西路９９号院１号楼１５层１５０１

电话

０１０－５８１５３２８０；０１０－５８１５２１４５

传真

０１０－８５１８８２９８

法定代表人

经办注册会计师

李慧民、王珊珊

５）

６）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市世纪大道１６００号３２楼

法定代表人

钱华

网址

ｗｗｗ．ａｊｚｑ．ｃｏｍ

联系人

长沙市芙蓉中路二段８０号顺天国际财富中心

法定代表人

蔡一兵

网址

ｗｗｗ．ｃｆｚｑ．ｃｏｍ

联系人

郭磊

长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深圳市福田区深南大道６００８号特区报业大厦１６、１７层
黄耀华

客服电话

０７５５－３３６８００００；４００－６６６６－
网址
８８８

注册地址

武汉市新华路特８号长江证券大厦

法定代表人

杨泽柱

联系人

奚博宇

客服电话

９５５７９；４００－８８８８－９９９

网址

ｗｗｗ．９５５７９．ｃｏｍ

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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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定代表人

刘学民

客服电话

４００－８８８－１８８８

网址

ｗｗｗ．ｆｃｓｃ．ｃｏｍ

１１） 东莞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东莞市莞城可园南路１号

法定代表人

张运勇

客服电话

０７６９－９６１１３０

网址

１２） 东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省常州市延陵西路２３号投资广场１８层
朱科敏

联系人

梁旭

客服电话

９５５３１；４００－８８８８－５８８

网址

ｈｔｔｐ：／／ｗｗｗ．ｌｏｎｇｏｎｅ．ｃｏｍ．ｃｎ

１３） 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苏州工业园区星阳街５号东吴证券大厦

法定代表人

范力

联系人

方晓丹

客服电话

４００８－６０１－５５５

网址

ｈｔｔｐ：／／ｗｗｗ．ｄｗｚｑ．ｃｏｍ．ｃｎ

１４） 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市静安区新闸路１５０８号

法定代表人

薛峰

客服电话

联系人

９５５２５；１０１０８９９８； ４００－８８８－
网址
８７８８

刘晨
ｗｗｗ．ｅｂｓｃｎ．ｃｏｍ

１５）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广州市天河北路１８３－１８７号大都会广场４３楼

法定代表人

孙树明

客服电话

９５５７５或致电各地营业网点 网址

联系人

黄岚
ｈｔｔｐ：／／ｗｗｗ．ｇｆ．ｃｏｍ．ｃｎ

１６） 广州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广州市天河区珠江西路５号广州国际金融中心主塔１９层、２０层

法定代表人

邱三发

联系人

林洁茹

客服电话

０２０－９６１３０３

网址

ｗｗｗ．ｇｚｓ．ｃｏｍ．ｃｎ

１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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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定代表人

杨德红

客服电话

４００－８８８８－６６６

网址

ｗｗｗ．ｇｔｊａ．ｃｏｍ

１８）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客服电话

网址

ｗｗｗ．ｘｓｄｚｑ．ｃｎ

注册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闹市口大街９号院１号楼

法定代表人

张志刚

联系人

唐静

客服电话

４００－８００－８８９９

网址

ｗｗｗ．ｃｉｎｄａｓｃ．ｃｏｍ

网址

ｗｗｗ．ｘｙｚｑ．ｃｏｍ．ｃｎ

深圳市罗湖区红岭中路１０１２号国信证券大厦１６－２６层
何如

联系人

９５５３６

网址

周杨
ｗｗｗ．ｇｕｏｓｅｎ．ｃｏｍ．ｃｎ

１９） 华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安徽省合肥市政务文化新区天鹅湖路１９８号

法定代表人

李工

客服电话

安 徽 ）？；４００ －８０９ －
９６５１８ （
网址
全国）
６５１８（

注册地址

福州市湖东路２６８号

法定代表人

兰荣

客服电话

９５５６２

银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银华战略新兴灵活配置定期
开放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参加部分代销机构费率优惠活动的公告

联系人

开通费率优惠
代销机构

网站地址

客服电话

申购
（
不含定投）

深圳众禄金融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ｗｗｗ．ｚｌｆｕｎｄ．ｃｎ或
ｗｗｗ．ｊｊｍｍｗ．ｃｏｍ

４００６－７８８－８８７

网上申购最低享有０折

上海长量基金销售投资顾问有限
公司

ｗｗｗ．ｅｒｉｃｈｆｕｎｄ．ｃｏｍ

４００－０８９－１２８９

网上申购最低享有０折

北京展恒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ｗｗｗ．ｍｙｆｕｎｄ．ｃｏｍ

４００－８８８－６６６１

杭州数米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ｗｗｗ．ｆｕｎｄ１２３．ｃｎ

４０００－７６６－１２３

网上申购最低享有０折

４００－７００－９６６５

网上申购最低享有０折

上海好买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ｗｗｗ．ｅｈｏｗｂｕｙ．ｃｏｍ

南京市江东中路２２８号

法定代表人

吴万善

客服电话

９５５９７

ｗｗｗ．５ｉｆｕｎｄ．ｃｏｍ

４００８－７７３－７７２

网上申购最低享有２折

上海天天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ｗｗｗ．１２３４５６７．ｃｏｍ．ｃｎ

４００－１８１８－１８８

网上申购最低享有０折

上海）基金销售投资顾
诺亚正行（
问有限公司

ｗｗｗ．ｎｏａｈ－ｆｕｎｄ．ｃｏｍ

４００－８２１－５３９９

网上申购４折

万银财富（
北京）基金销售有限公
司

ｗｗｗ．ｗｙ－ｆｕｎｄ．ｃｏｍ

４００－８０８－００６９

网上申购４折

宜信普泽投资顾问（
北京）有限公
司

ｗｗｗ．ｙｉｘｉｎｆｕｎｄ．ｃｏｍ

４００－６０９９－２００

网上申购４折

深圳腾元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ｗｗｗ．ｔｅｎｙｕａｎｆｕｎｄ．ｃｏｍ

４００６－８７７－８９９

网上申购４折

深圳市新兰德证券投资咨询有限
公司

ｔ．ｊｒｊ．ｃｏｍ

４００８５０７７７１

网上申购４折

－

杨莉娟
ｗｗｗ．ｃｆｓｃ．ｃｏｍ．ｃｎ

２２） 金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海南省海口市南宝路３６号证券大厦４层

法定代表人

陆涛

客服电话

４００－８８８－８２２８

网址

ｗｗｗ．ｊｙｚｑ．ｃｎ

２３） 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

深圳市福田中心区金田路４０３６号荣超大厦１６－２０层

法定代表人

谢永林

客服电话

９５５１１－８

网址

ｈｔｔｐ：／／ｗｗｗ．ｐｉｎｇａｎ．ｃｏｍ

２４） 长城国瑞证券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厦门市莲前西路２号莲富大厦１７楼

法定代表人

傅毅辉

客服电话

０５９２－５１６３５８８

网址

ｗｗｗ．ｘｍｚｑ．ｃｎ

２５） 上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

上海市西藏中路３３６号

法定代表人

龚德雄

客服电话

４００－８９１－８９１８；０２１－９６２５１８ 网址

联系人

许曼华
ｈｔｔｐ：／／ｗｗｗ．９６２５１８．ｃｏｍ

２６） 申万宏源证券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上海市徐汇区长乐路９８９号４５层

法定代表人

李梅

客服电话

９５５２３；４００－８８９－５５２３

网址

ｗｗｗ．ｓｗｈｙｓｃ．ｃｏｍ

２７） 太平洋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云南省昆明市青年路３８９号志远大厦１８层

法定代表人

李长伟

联系人

唐昌田

客服电话

４００－６６５－０９９９

网址

ｈｔｔｐ：／／ｗｗｗ．ｔｐｙｚｑ．ｃｏｍ

２８） 万联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

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珠江东路１１号高德置地广场１８、１９层

法定代表人

张建军

联系人

王鑫

客服电话

４００－８８８８－１３３

网址

ｗｗｗ．ｗｌｚｑ．ｃｏｍ．ｃｎ

２９） 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余维佳

客服电话

４００－８０９－６０９６

网址

ｗｗｗ．ｓｗｓｃ．ｃｏｍ．ｃｎ

３０） 英大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

深圳市福田区深南中路华能大厦３０、３１层

法定代表人

吴骏

客服电话

４０００－１８８－６８８

网址

ｗｗｗ．ｙｄｓｃ．ｃｏｍ．ｃｎ

深圳市福田区益田路江苏大厦Ａ座３８－４５层

法定代表人

宫少林

客服电话

４００－８８８８－１１１；９５５６５

联系人
网址

ｗｗｗ．ｎｅｗｏｎｅ．ｃｏｍ．ｃｎ

ｗｗｗ．ｕｃｃｂ．ｃｏｍ．ｃｎ

９６５１８

哈尔滨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ｗｗｗ．ｈｒｂｂ．ｃｏｍ．ｃｎ

９５５３７；４００－６０９－５５３７

包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ｗｗｗ．ｃｂｈｂ．ｃｏｍ．ｃｎ

９５３５２

上海联泰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ｗｗｗ．６６ｚｉｃｈａｎ．ｃｏｍ

４０００－４６６－７８８

北京微动利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ｗｗｗ．ｂｕｙｆｏｒｙｏｕ．ｃｏｍ．ｃｎ

４００８－１９６－６６５

三、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1.与本基金相互之间可以进行转换业务的基金详见本公司相关公告。
2.投资者可以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
a)本公司客户服务电话:010-85186558、400-678-3333(全国免长途话费);b)本公司网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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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银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5年11月23日

银华抗通胀主题证券投资基金(LOF)
因境外交易所休市暂停申购、赎回
及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15年11月23日
1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银华抗通胀主题证券投资基金（
ＬＯＦ）

场外基金简称

银华抗通胀主题（
ＱＤＩＩ－ＦＯＦ－ＬＯＦ）

场内基金简称

银华通胀
１６１８１５
银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网上申购４折

公告依据

《
银华抗通胀主题证券投资基金（
银华
ＬＯＦ）基金合同》和《
抗通胀主题证券投资基金（
ＬＯＦ）招募说明书》

北京钱景财富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ｗｗｗ．ｎｉｕｊｉ．ｎｅｔ

４００－６７８－５０９５

网上申购４折

暂停申购起始日

２０１５年１１月２６日

嘉实财富管理有限公司

ｗｗｗ．ｈａｒｖｅｓｔｗｍ．ｃｎ

４００－０２１－８８５０

网上申购最低享有０折

暂停赎回起始日

２０１５年１１月２６日

北京恒天明泽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ｗｗｗ．ｃｈｔｆｕｎｄ．ｃｏｍ

４００－７８６－８８６８－５

网上申购４折

暂停定期定额投资起始日

２０１５年１１月２６日

中国国际期货有限公司

ｗｗｗ．ｃｉｆｃｏ．ｎｅｔ

４００－８８８８－１６０

网上申购４折

北京创金启富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ｗｗｗ．５ｉｒｉｃｈ．ｃｏｍ

０１０－８８０６７５２５

网上申购４折

海银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ｗｗｗ．ｆｕｎｄｈａｉｙｉｎ．ｃｏｍ

４００－８０８－１０１６

网上申购４折

上海联泰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ｗｗｗ．６６ｚｉｃｈａｎ．ｃｏｍ

北京微动利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ｗｗｗ．ｂｕｙｆｏｒｙｏｕ．ｃｏｍ．ｃｎ

４０００－４６６－７８８

ｗｗｗ．ｊｉｍｕｆｕｎｄ．ｃｏｍ

银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银华战略新兴灵活配置定期开放
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在部分
代销机构开通代销及转换业务的公告
为满足广大投资者的理财需求,银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本公司”)决定自2015年11月24日起,开通
银华战略新兴灵活配置定期开放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001728,以下简称“
本基金”)在以下代销
机构的代销业务,具体信息如下:
一、本基金开通代销业务的机构:
机构名称
网址
客服电话
上海联泰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ｗｗｗ．６６ｚｉｃｈａｎ．ｃｏｍ

北京微动利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ｗｗｗ．ｂｕｙｆｏｒｙｏｕ．ｃｏｍ．ｃｎ
本公司同时在以下代销机构开通本基金的转换业务,具体事宜公告如下:
二、本基金开通转换业务的机构:
机构名称
网址

暂停相关业 务的
起始日及原因说
明

网上申购４折

网上申购４折
ｗｗｗ．ｓｃｚｑ．ｃｏｍ．ｃｎ
４００６２００６２０
二、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了解或咨询相关情况
1、银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客户服务电话:010-85186558、400-678-3333
2、银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址:www.yhfund.com.cn
重要提示:
1、以上排名不分先后。
2、通过深圳众禄金融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天天基金销售有限公司、杭州数米基金销售有限公司、上海
好买基金销售有限公司、嘉实财富管理有限公司及上海长量基金销售投资顾问有限公司办理本基金申购(不含
定期定额申购)的投资者,享有申购费率最低为“
0”的优惠费率,通过浙江同花顺基金销售有限公司办理本基金
申购业务的投资者,享有申购费率最低2折的优惠费率,本基金具体折扣费率以上述代销机构的基金活动公告为
准,优惠前申购费率为固定费用的,则按原费率执行,不再享有费率折扣。本基金费率标准详见本基金基金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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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投资者通过本次参加费率优惠活动的代销机构(不包括重要提示2中所述的机构)办理本基金的申购(不
含定期定额申购)业务,若享有折扣后申购费率低于0.6%,则按0.6%执行;若享有折扣前的标准申购费率等于或
低于0.6%,则按标准费率执行,不再享有费率折扣。标准申购费率为单笔固定金额收费的,按照标准费率执行。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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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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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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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本公告解释权归本公司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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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银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5年11月23日

４０００－４６６－７８８
４００８－１９６－６６５

客服电话

长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ｗｗｗ．ｃｇｗｓ．ｃｏｍ

０７５５－３３６８００００；
４００－６６６６－８８８

东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ｈｔｔｐ：／／ｗｗｗ．ｌｏｎｇｏｎｅ．ｃｏｍ．ｃｎ

９５５３１；４００－８８８８－５８８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ｈｔｔｐ：／／ｗｗｗ．ｇｆ．ｃｏｍ．ｃｎ

９５５７５或致电各地营业网点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ｗｗｗ．ｇｕｏｓｅｎ．ｃｏｍ．ｃｎ

９５５３６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ｗｗｗ．ｈｔｓｅｃ．ｃｏｍ

９５５５３或拨打各城市营业网
点咨询电话

华鑫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ｗｗｗ．ｃｆｓｃ．ｃｏｍ．ｃｎ

０２１－３２１０９９９９；
０２９－６８９１８８８８；
４００－１０９－９９１８

ｗｗｗ．ｊｙｚｑ．ｃｎ

４００－８８８－８２２８

金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黄婵君

乌鲁木齐市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９５５６４

４００－００１１－５６６

３１）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４００６２００６２０

ｗｗｗ．ｙｉｌｕｃａｉｆｕ．ｃｏｍ

重庆市江北区桥北苑８号

法定代表人

９５５８４

ｗｗｗ．ｓｃｚｑ．ｃｏｍ．ｃｎ

基金管理人名称

网上通过招行借记卡
申购８折，除招行借记
卡外申购４折

联系人

ｗｗｗ．ｈｘ１６８．ｃｏｍ．ｃｎ

首创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基金主代码

４００－０６８－１１７６

网址

华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网上申购４折

北京乐融多源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０２１ －３２１０９９９９；０２９
６８９１８８８８

９５５８２

ｗｗｗ．ｌｘｚｑ．ｃｏｍ．ｃｎ

网上申购４折

ｗｗｗ．ｈａｚｑ．ｃｏｍ

俞洋

ｗｗｗ．ｗｅｓｔｓｅｃｕ．ｃｏｍ．ｃｎ

联讯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４００９２０００２２

网上申购４折

客服电话

西部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４００－００１－８８１１

网上申购４折

法定代表人

４００－８８８８－１３３

ｗｗｗ．ｚｃｖｃ．ｃｏｍ．ｃｎ

４００８－１９６－６６５

ｗｗｗ．ｈｔｓｃ．ｃｏｍ．ｃｎ

４００－８８８８－１１１；９５５６５

ｗｗｗ．ｗｌｚｑ．ｃｏｍ．ｃｎ

ｌｉｃａｉｋｅ．ｈｅｘｕｎ．ｃｏｍ

首创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网址

４００－８８１－１１７７

ｗｗｗ．ｎｅｗｏｎｅ．ｃｏｍ．ｃｎ

和讯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４００－０６６－９３５５

深圳市福田区金田路４０１８号安联大厦２８层Ａ０１、Ｂ０１（
ｂ）单元

ｗｗｗ．ｘｚｓｅｃ．ｃｏｍ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万联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增财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北京君德汇富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ｈｔｔｐ：／／ｗｗｗ．ｋｓｔｒｅａｓｕｒｅ．ｃｏｍ／

２１） 华鑫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西藏同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一路财富（
北京）信息科技有限公
司

范超

注册地址

注册地址

网上申购４折

浙江同花顺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２０）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十五、对招募说明书更新部分的说明
银华恒生中国企业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依据 《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
证券投资
基金运作管理办法》、《
证券投资基金销售管理办法》、《
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及其它有关法律法规的
要求，对本基金原招募说明书进行了更新，主要更新内容如下：
１、在＂重要提示＂部分，更新了招募说明书更新内容的截止日期及相关财务数据的截止日期。
四、基金的投资”部分，更新了最近一期投资组合报告的内容。
２、在“
五、基金的业绩”部分，更新了基金合同生效至２０１５年９月３０日的基金投资业绩。
３、在“
六、基金管理人”中，对基金管理人的概况及主要人员情况进行了更新。
４、在“
二十四、相关服务机构”部分，增加了部分代销机构，并更新了部分代销机构的资料。
５、在“
二十八、其他应披露事项”部分，更新了自本基金上次更新招募说明书以来涉及本基金的重要公告。
６、在“
７、对部分表述进行了更新。
银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5年11月23日

５３） 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ｗｗｗ．ｄｇｚｑ．ｃｏｍ．ｃｎ

法定代表人

注册地址

田芳芳

为满足广大投资者的理财需求,银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本公司”)决定自2015年11月24日起,银华
战略新兴灵活配置定期开放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001728,以下简称“
本基金”)参加部分代销机
构费率优惠活动。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本次参加费率优惠活动的代销机构

注册地址

注册地址

客服电话
４００６－９８－９８－９８
５２） 信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

ｗｗｗ．ｃｇｗｓ．ｃｏｍ

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田德军

５４） 中国民族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

９）

王薇

财富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

８）

ｗｗｗ．ｃｍｂｃｈｉｎａ．ｃｏｍ

爱建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

７）

网址

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ｓｔｏｃｋ．ｐｉｎｇａｎ．ｃｏｍ

９５５１１－８

太平洋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ｈｔｔｐ：／／ｗｗｗ．ｔｐｙｚｑ．ｃｏｍ

４００－６６５－０９９９

根据《
银华抗通胀主题证券投资基金（
ＬＯＦ）基金合同》、
《
银华抗通胀主题证券投资基金（
ＬＯＦ）招募说明书》的有
关规定，上海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美国纽约证
暂停申购、赎回及定期定额投 券交易所和香港联合交易所同时开放交易的工作日为银
资的原因说明
华抗通胀主题证券投资基金（
以下简称“
本基金”）
ＬＯＦ）（
的开放日。 鉴于２０１５年１１月２６日为美国纽约证券交易所
的休市日， 本基金管理人决定于２０１５年１１月２６日暂停本
基金的申购、赎回及定期定额投资业务。
恢复申购日

２０１５年１１月２７日

恢复赎回日

２０１５年１１月２７日

恢复相关业 务的 恢复定期定额投资日
日期及原因说明

２０１５年１１月２７日

纽约证券交易所自２０１５年１１月２７日起恢复正常交易，本
恢复申购、赎回及定期定额投
基金管理人因此自该日起恢复本基金的申购、 赎回及定
资的原因说明
期定额投资业务。
注:2015年11月26日为美国公众假日——
—感恩节。
2 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1、若境外交易所休市日安排、境外主要投资场所状况等发生变化,或根据法律法规、基金合同等规定需要
调整上述事项的,本公司将相应调整并及时公告。为避免因境外交易所休市原因带来的不便,请投资者提前进行
相关的业务安排。 投资者可登录本公司网站(www.yhfund.com.cn)或拨打本公司客户服务电话(010-85186558或
者400-678-3333)获取相关信息。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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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银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5年11月23日

银华全球核心优选证券投资基金
因境外交易所休市暂停申购、赎回
及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15年11月23日
1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银华全球核心优选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银华全球优选 （
ＱＤＩＩ－ＦＯＦ）

基金主代码

１８３００１

基金管理人名称

银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
银华全球核心优选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和《
银华全
球核心优选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

暂停相关业 务
的起始日 及原
因说明

暂停申购起始日

２０１５年１１月２６日

暂停赎回起始日

２０１５年１１月２６日

暂停定期定额投资起始日

２０１５年１１月２６日

根据《
银华全球核心优选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
银华
全球核心优选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 的有关规定以
及银华全球核心优选证券投资基金的投资运作情况，上
海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美国纽约证券交易所和
暂停申购、赎回及定期定额投资
香港联合交易所同时开放交易的工作日为银华全球核心
的原因说明
优选证券投资基金（
以下简称“
本基金”）的开放日。鉴于
２０１５年１１月２６日为美国纽约证券交易所的休市日， 本基
金管理人决定于２０１５年１１月２６日暂停本基金的申购、赎
回及定期定额投资业务。
恢复申购日

恢复赎回日
恢复相关业 务
的 日 期 及 原 因 恢复定期定额投资日
说明
恢复申购、赎回及定期定额投资
的原因说明

２０１５年１１月２７日
２０１５年１１月２７日
２０１５年１１月２７日
纽约证券交易所自２０１５年１１月２７日起恢复正常交易，本
基金管理人因此自该日起恢复本基金的申购、 赎回及定
期定额投资业务。

注:2015年11月26日为美国公众假日——
—感恩日。
2 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1、若境外交易所休市日安排、境外主要投资场所状况等发生变化,或根据法律法规、基金合同等规定需要
调整上述事项的,本公司将相应调整并及时公告。为避免因境外交易所休市原因带来的不便,请投资者提前进行
相关的业务安排。 投资者可登录本公司网站(www.yhfund.com.cn)或拨打本公司客户服务电话(010-85186558或
者400-678-3333)获取相关信息。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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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银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5年11月23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