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博时安恒18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

证券投资基金清算报告

基金管理人：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报告出具日期：二〇一八年四月二十七日

报告公告日期：二〇一八年六月十六日

1、重要提示

1.1�重要提示

博时安恒18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本基金”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

简称“中国证监会” )证监许可[2016]� 610号《关于准予博时安恒18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注册

的批复》注册，于2016年9月22日成立并正式运作。

根据《基金合同》“第五部分 基金备案”之“三、基金存续期内的基金份额持有人数量和资产规模” 的

约定：

“《基金合同》生效后，在每个开放期届满时，如基金规模低于2亿元，则基金合同终止，履行清算程序，

上述事项不需召开持有人大会。”

截至本开放期结束日（即2018年4月9日）日终，本基金资产净值低于2亿元，已触发《基金合同》中约定

的基金终止条款。为维护基金份额持有人的利益，根据《基金合同》有关约定，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将终

止本基金并依据基金财产清算程序对本基金进行财产清算，且无需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

2018年4月27日为本基金清算的最后一日，由本基金管理人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基金托管人中国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普华永道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人）和上海市通力律师事务所律师组成基金财产

清算小组履行基金财产清算程序，并由普华永道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人）对清算报告进行审计，上

海市通力律师事务所对清算报告出具法律意见。

2、基金概况

2.1�基金基本情况

基金名称 博时安恒18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博时安恒18个月定开债

基金主代码 A类：002751；C类：002752

交易代码 A类：002751；C类：002752

基金运作方式 契约型开放式

基金合同生效日 2016年9月22日

基金管理人 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运作期末基金份额总额 187,049,069.70份

基金合同存续期 不定期

下属分级基金的基金简称 博时安恒18个月定开债A 博时安恒18个月定开债C

下属分级基金的交易代码 002751 002752

报告期末下属分级基金的份额总额 156,475,540.95份 30,573,528.75份

2.2�基金产品说明

投资目标 在谨慎投资的前提下，本基金力争战胜业绩比较基准，追求基金资产的长期、稳健、持续增值。

投资策略

本基金通过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相结合、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相补充的方法，确定资产在非信用类固

定收益类证券（国家债券、中央银行票据等）和信用类固定收益类证券之间的配置比例。

业绩比较基准 中债综合指数（总财富）收益率×90%+1年期定期存款利率（税后）×10%。

风险收益特征

本基金为债券型基金，预期收益和预期风险高于货币市场基金，低于混合型基金、股票型基金，属于中

低风险/收益的产品。

3、基金运作情况说明

博时安恒18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本基金”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

简称“中国证监会” )证监许可[2016]� 610号《关于准予博时安恒18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注册

的批复》注册，由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于2016年8月22日至2016年9月20日向社会公开发行募集，基金合同

于2016年9月22日正式生效，募集规模为3,013,777,506.62�份基金份额。

自 2016年9月22日至 2018年 4月9日期间，本基金按基金合同正常运作。

4、财务报告

4.1�资产负债表(已审计)

单位：人民币元

资 产

本期末

2018年4月9日

(基金最后运作日)

资 产：

银行存款 261,485,517.62

结算备付金 -

存出保证金 251,401.13

交易性金融资产 -

其中：债券投资 -

资产支持证券投资 -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

应收证券清算款 -

应收利息 237,544.79

应收申购款 2.00

其他资产 500.00

资产总计 261,974,965.54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

负 债：

卖出回购金融资产款 -

应付赎回款 77,720,071.73

应付管理人报酬 39,269.56

应付托管费 13,089.85

应付销售服务费 3,865.01

应付交易费用 10,223.02

应付税费 142,488.70

应付利息 -

其他负债 295,780.51

负债合计 78,224,788.38

所有者权益：

实收基金 187,049,069.70

未分配利润 -3,298,892.54

所有者权益合计 183,750,177.16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总计 261,974,965.54

注：

1.报告截止日2018年4月9日(基金最后运作日)，基金份额总额187,049,069.70份。其中A类基金份额净值

0.983元，基金份额总额156,475,540.95份；C类基金份额净值0.977元，基金份额总额30,573,528.75份。2018年4

月9日，基金资产发生赎回87,707,413.28份，转出4,092,233.38份，于2018年4月10日确认，产生应付赎回款为

90,164,994.00元。

2.本财务报表的实际编制期间为2018年1月1日至2018年4月9日(基金最后运作日)止期间。

4.2�清算损益表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2018年4月10日至2018年4月27日（清算期间）

一、清算收益 38,489.95

1.利息收入 38,340.84

2.其他收入 149.11

二、清算费用 41,759.49

1．其他费用 41,759.49

三、清算收益（损失）总额 -3,269.54

减：所得税费用 -

四、清算净收益（损失） -3,269.54

注：1. 利息收入系以当前适用的利率预估计提的自2018年4月10日至2018年4月27日止清算期间的活期

存款利息及存出保证金利息。其他收入为4月10日确认的赎回费收入。

2.其他费用为期间发生的银行汇划费740元，补提审计费、信批费差额5219.49元，银行间账户维护费及

交易费用15,800元，律师费20,000元。

4.3�报表附注

4.3.1基金基本情况

博时安恒18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本基金”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

简称“中国证监会” )证监许可[2016]� 610号《关于准予博时安恒18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注册

的批复》注册，由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和《博时安恒18个月定期

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负责公开募集。本基金为契约型、定期开放式基金，存续期限不定。首

次设立募集不包括认购资金利息共募集3,012,897,916.63元， 业经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

伙)普华永道中天验字(2016)第1144号验资报告予以验证。经向中国证监会备案，《博时安恒18个月定期开放

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于2016年9月22日正式生效，基金合同生效日的基金份额总额为3,013,777,

506.62份基金份额，其中认购资金利息折合879,589.99份基金份额。本基金的基金管理人为博时基金管理有

限公司，基金托管人为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本基金为定期开放式基金，自基金合同生效之日(含)起或自每一开放期结束之日次日(含)起18个月的期

间封闭运作。自封闭期结束之后第一个工作日(含)起进入开放期，每个开放期原则上不少于五个工作日、不

超过二十个工作日，具体时间以基金管理人届时公告为准。

根据《博时安恒18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和《博时安恒18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

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并报中国证监会备案，自2016年8月22日本基金募集首日起，本基金根据费用的

收取方式不同分为A类和C类两类基金份额。在投资者认购、申购基金时收取认购费、申购费，不收取销售服

务费的，称为A类基金份额；不收取认购费、申购费，而是从本类别基金资产中计提销售服务费的，称为C类

基金份额。A类基金份额和C类基金份额分别设置代码，分别计算和公告各类基金份额净值和各类基金份额

累计净值。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 和《博时安恒18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

同》的有关规定，本基金的投资范围为具有良好流动性的金融工具，包括国内依法发行上市的国家债券、金

融债券、次级债券、中央银行票据、企业债券、公司债券、中期票据、中小企业私募债、短期融资券及超级短期

融资券、可分离交易债券的纯债、资产支持证券、回购和银行定期存款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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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定收益类证券(但须符合中国证监会的相关规定)。本基金不投资于股票、权证等权

益类资产，也不投资于可转换债券(可分离交易可转债的纯债部分除外)、可交换债券。本基金投资于债券资

产比例不低于基金资产的80%，但应开放期流动性需要，为保护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在每次开放期前三个

月、开放期及开放期结束后三个月的期间内，基金投资不受上述比例限制。开放期内现金或者到期日在一年

以内的政府债券不低于基金资产净值的5%，在封闭期内，本基金不受上述5%的限制，其中，现金不包括结算

备付金、存出保证金、应收申购款等。本基金的业绩比较基准为：中债综合指数(总财富)收益率×90%+1年期

定期存款利率(税后)×10%。

根据《博时安恒18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以及基金管理人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

司于2018年4月11日发布的《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博时安恒18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

金合同终止及基金财产清算的公告》，本基金的最后运作日定为2018年4月9日，并于2018年4月10日进入财

产清算期。

本财务报表由本基金的基金管理人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于2018年4月27日批准报出。

4.3.2清算原因

根据《基金合同》“第五部分 基金备案” 之“三、基金存续期内的基金份额持有人数量和资产规模” 的

约定：

“《基金合同》生效后，在每个开放期届满时，如基金规模低于2亿元，则基金合同终止，履行清算程序，

上述事项不需召开持有人大会。”

截至本开放期结束日（即2018年4月9日）日终，本基金资产净值低于2亿元，已触发《基金合同》中约定

的基金终止条款。为维护基金份额持有人的利益，根据《基金合同》有关约定，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将终

止本基金并依据基金财产清算程序对本基金进行财产清算，且无需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

4.3.3清算起始日

根据《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博时安恒18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终止及基金

财产清算的公告》，本基金的清算起始日为2018年4月10日。

4.4清算财务报表的编制基础

如财务报表附注1所述，自2018年4月10日起，本基金进入基金财产清算期，因此本基金财务报表以清算

基础编制。

本基金财务报表按附注3中所述的重要会计政策和会计估计以清算基础编制。于2018年4月9日(基金最

后运作日)，所有资产以可收回的金额与原账面价值孰低计量，负债以预计需要清偿的金额计量。由于本基

金于2018年4月9日(基金最后运作日)仅持有货币性金融资产和金融负债，所以按清算基础编制与按持续经

营基础编制的财务报表没有重大差异。

此外，本基金财务报表按照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颁布的《证券投资基金会计核算业务指引》、《博

时安恒18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约定的资产估值和会计核算方法及在财务报表附注

3所列示的中国证监会发布的有关规定及允许的基金行业实务操作编制。

4.5重要会计政策和会计估计

4.5.1清算期间

本财务报表的实际编制期间为2018年1月1日至2018年4月9日(基金最后运作日)止期间。

4.5.2�记账本位币

本清算财务报表以人民币为记账本位。

4.5.3�应收利息的确认和计量

应收款项按照未来应收取的款项金额计量。

4.5.4�应付款项的确认和计量

应付款项按照未来应支付的款项金额计量。

4.5.5�清算收益的确认和计量

清算收益按照实际发生的收益金额或未来应收取的款项金额计量。

4.5.5�清算费用的确认和计量

清算费用按照实际发生的费用金额或未来应支付的款项金额计量。

4.6税项

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财税[2008]1号《关于企业所得税若干优惠政策的通知》、财税[2016]36号《关

于全面推开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的通知》、财税[2016]46号《关于进一步明确全面推开营改增试点金融业

有关政策的通知》、财税[2016]70号《关于金融机构同业往来等增值税政策的补充通知》及其他相关财税法

规和实务操作，主要税项列示如下：

(1)�资管产品运营过程中发生的增值税应税行为，以资管产品管理人为增值税纳税人。资管产品管理人

运营资管产品过程中发生的增值税应税行为，暂适用简易计税方法，按照3%的征收率缴纳增值税。对资管产

品在2018年1月1日前运营过程中发生的增值税应税行为，未缴纳增值税的，不再缴纳；已缴纳增值税的，已

纳税额从资管产品管理人以后月份的增值税应纳税额中抵减。

对证券投资基金管理人运用基金买卖债券的转让收入免征增值税，对国债、地方政府债以及金融同业

往来利息收入亦免征增值税。

(2)�对基金从证券市场中取得的收入，包括买卖债券的差价收入，债券的利息收入及其他收入，暂不征

收企业所得税。

(3)�对基金取得的企业债券利息收入，应由发行债券的企业在向基金支付利息时代扣代缴20%的个人

所得税。

4.7本清算财务报告于2018年4月27日经基金管理人及基金托管人批准报出。

5、清算情况

5.1�资产负债清算情况

自2018年4月10日至2018年4月27日止为本次清算期间，基金财产清算小组对本基金的基金财产进行清

算，全部清算工作按清算原则和清算手续进行。具体清算情况如下：

截至本次清算期结束日（2018年4月27日），各项资产负债清算情况如下：

1、本基金最后运作日应收利息为人民币237,544.79元，尚未收回。

2、本基金最后运作日应收申购款为人民币2.00元，该款项已于2018年4月10日收到。

3、本基金最后运作日应付赎回款为人民币77,720,071.73.00元，该款项已于2018年4月10日至11日期间支

付。

4、本基金最后运作日应付管理人报酬为人民币39,269.56元，该款项已于2018年4月23日至24日分次支

付。

5、本基金最后运作日应付托管费为人民币13,089.85元，该款项已于2018年4月24日支付。

6、本基金最后运作日应付销售服务费为人民币3,865.01元，该款项已于2018年4月23日支付。

7、本基金最后运作日应付交易费用为人民币10,223.02元，其中中债费用120元已于2018年4月24日支付；

上清所费用6,310，已于2018年4月16日支付；应付外汇交易中心费用3,793.02元，该款项将于2018年4月20日

支付。

8、本基金最后运作日应交税费为人民币142,488.70元，该款项已于2018年4月10日支付。

9、本基金最后运作日其他负债为人民币295,780.51元，于2018年4月18日支付证券时报费用人民币100,

000元，2018年4月24日支付上证报费用人民币27,000元。清算期间补计及调整了相关费用，截止清算结束日

尚有其他负债为人民币110,050.00元未支付，包括预提审计费、预提律师费、应付信息披露费、中债银行间账

户维护费、上清银行间账户维护费等。本基金应付审计费人民币30,000.00元，该款项将于取得审计费发票日

支付；本基金应付律师费人民币20,000.00元，该款项将于取得律师费发票日支付；本基金应付信息披露费54,

000.00元，该款项将于取得信息披露费发票日支付；本基金应付中债银行间账户维护费为人民币3,000.00元，

该款项将于取得相关缴费单据时支付；本基金应付上清银行间账户维护费为人民币3,000.00元，该款项将于

取得相关缴费单据时支付。支付上述款项预提汇划费50元。

5.2�截至本次清算期结束日的剩余财产情况及剩余财产分配安排

项目 金额

一、最后运作日2018年4月9日基金净资产 183,750,177.16

减：期间赎回事项结转 90,165,143.11

加：清算期间净收益 -3,269.54

二、2018年4月27日基金净资产 93,581,764.51

截至本次清算期结束日2018年4月27日，本基金剩余财产为人民币93,581,764.51元。自本次清算期结束

日次日2018年4月28日至本次清算款划出前一日的银行存款产生的利息亦归基金份额持有人所有。

本清算报告已经基金托管人复核，将与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清算审计报告、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

见书一并报中国证监会备案后向基金份额持有人公告。清算报告公告后，基金管理人将遵照法律法规、基金

合同等规定及时进行分配。

6、备查文件目录

6.1�备查文件目录

6.1.1博时安恒18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清算财务报表及审计报告

6.1.2关于《博时安恒18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清算报告》的法律意见

6.2�存放地点

基金管理人、基金托管人处

6.3�查阅方式

投资者可在营业时间免费查阅，也可按工本费购买复印件

投资者对本报告书如有疑问，可咨询本基金管理人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博时一线通：95105568（免长途话费）

博时安恒18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财产清算小组

二〇一八年六月十六日

博时保泽保本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清算报告

基金管理人：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报告出具日期：二〇一八年五月十日

报告公告日期：二〇一八年六月十六日

1、重要提示

1.1�重要提示

博时保泽保本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本基金”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

证监会” )证监许可[2016]401号《关于准予博时保泽保本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注册的批复》核准，于2016年4

月7日成立并正式运作。

本基金为保本基金，保本周期为两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公开募集证券投资

基金运作管理办法》、《博时保泽保本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以下简称“《基金合同》” ）及监管

机构的相关规定的约定，如保本周期到期后，本基金未能符合保本基金存续条件，或不符合法律法规和基金

合同对基金的存续要求，则本基金将根据《基金合同》的规定进入清算程序并终止。

根据2017年1月24日中国证监会发布的《关于避险策略基金的指导意见》（简称“《意见》” ），现有保

本基金在保本周期到期后若不能变更注册为避险策略基金，均需转型为其他类型基金或清盘。鉴于本基金

不再符合保本基金的存续条件，在第一个保本周期到期前亦无法完成变更注册（变更为避险策略基金或其

他类型基金）及召集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事项，因此，在第一个保本周期到期后，本基金将按照《关于避险

策略基金的指导意见》的要求并根据《基金合同》的约定进入清算程序并终止。

2018年5月10日为本基金清算的最后一日，由本基金管理人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基金托管人中国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普华永道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人）和上海市通力律师事务所律师组成基金财产

清算小组履行基金财产清算程序，并由普华永道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人）对清算报告进行审计，上

海市通力律师事务所对清算报告出具法律意见。

2、基金概况

2.1�基金基本情况

基金名称 博时保泽保本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博时保泽保本

基金主代码 002530

交易代码 002530

基金运作方式 契约型开放式

基金合同生效日 2016年4月7日

基金管理人 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运作结束日期末基金份额总额 1,033,436,057.80份

基金合同存续期 不定期

下属分级基金的基金简称 保泽保本A 保泽保本C

下属分级基金的交易代码 002530 002531

运作结束日下属分级基金的份额总额 855,063,272.95份 178,372,784.85份

2.2�基金产品说明

投资目标 在保障保本周期到期时本金安全的前提下，严格控制风险，追求基金资产的稳定增值。

投资策略

本基金充分发挥基金管理人的研究优势，将严谨、规范化的基本面研究分析与积极主动的投资风格相

结合，利用组合保险技术，动态调整固定收益类资产与风险资产的投资比例，以确保基金在保本周期

到期时，实现基金资产在保本基础上的保值增值目的。

业绩比较基准 二年期银行定期存款收益率（税后）

风险收益特征

本基金为保本混合型基金，属于证券投资基金中的低风险品种，其长期平均预期风险与预期收益率低

于股票型基金、非保本的混合型基金，高于货币市场基金和债券型基金。

3、基金运作情况说明

博时保泽保本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本基金”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

证监会” )证监许可[2016]401号《关于准予博时保泽保本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注册的批复》核准，由博时基

金管理有限公司于2016年3月16日起至2016年4月5日向社会公开发行募集，基金合同于2016年4月7日正式生

效，募集规模为2,955,301,735.57�份基金份额。

自 2016年4月7日至 2018年 4月9日期间，本基金按基金合同正常运作。

根据2017年1月24日中国证监会发布的《关于避险策略基金的指导意见》（简称“《意见》” ），现有保

本基金在保本周期到期后若不能变更注册为避险策略基金，均需转型为其他类型基金或清盘。鉴于本基金

不再符合保本基金的存续条件，在第一个保本周期到期前亦无法完成变更注册（变更为避险策略基金或其

他类型基金）及召集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事项，因此，在第一个保本周期到期后，本基金将按照《关于避险

策略基金的指导意见》的要求并根据《基金合同》的约定自2018年4月10日起进入清算程序。

4、财务报告

4.1�资产负债表（已审计）

单位：人民币元

资 产

本期末

2018年4月9日

(基金最后运作日)

资 产：

银行存款 1,224,116,948.18

结算备付金 24,726,758.27

存出保证金 155,049.70

交易性金融资产 2,230,456.00

其中：股票投资 2,106,456.00

债券投资 124,000.00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

应收证券清算款 90,482,893.35

应收利息 205,806.76

应收申购款 -

资产总计 1,341,917,912.26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

负 债：

卖出回购金融资产款 -

应付证券清算款 -

应付赎回款 264,085,753.53

应付管理人报酬 431,834.75

应付托管费 71,972.47

应付销售服务费 30,122.86

应付交易费用 233,713.94

应付税费 13,593.97

应付利息 -

其他负债 394,227.19

负债合计 265,261,218.71

所有者权益：

实收基金 1,033,436,057.80

未分配利润 43,220,635.75

所有者权益合计 1,076,656,693.55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总计 1,341,917,912.26

注：

1.报告截止日2018年4月9日(基金最后运作日)，基金份额总额1,033,436,057.80份。其中A类基金份额净值

1.044元，基金份额总额855,063,272.95份；C类基金份额净值1.032元，基金份额总额178,372,784.85份。2018年4

月9日，基金资产发生赎回787,825,763.53份，转出817,020.68份，于2018年4月10日确认，产生应付赎回款为

821,683,315.12元。

2.本财务报表的实际编制期间为2018年1月1日至2018年4月9日(基金最后运作日)止期间。

4.2�清算损益表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2018年4月10日至2018年5月10日（清算期间）

一、清算收益 255,322.13

1.利息收入 210,340.86

2.投资收益 44,202.46

3.其他收入 778.81

二、清算费用 24,619.28

1．其他费用 24,619.28

三、清算收益（损失）总额 230,702.85

减：所得税费用

四、清算净收益（损失） 230,702.85

4.3�报表附注

4.3.1基金基本情况

博时保泽保本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本基金”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

证监会” )证监许可[2016]401号《关于准予博时保泽保本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注册的批复》核准，由博时基

金管理有限公司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和《博时保泽保本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

同》负责公开募集。本基金为契约型开放式，存续期限不定，首次设立募集不包括认购资金利息共募集2,954,

212,678.16元，业经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普华永道中天验字(2016)第293号验资报告予

以验证。经向中国证监会备案，《博时保泽保本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于2016年4月7日正式生效，

基金合同生效日的基金份额总额为2,955,301,735.57份基金份额，其中认购资金利息折合1,089,057.41份基金

份额。本基金的基金管理人为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基金托管人为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担保人为北京

首创融资担保有限公司。

本基金以每两年为一个保本周期，即第一个保本周期为自基金合同生效日起至两年后的对应日止的期

间，此后各保本周期为自本基金公告的该保本周期起始之日起至两年后对应日止的期间；如对应日为非工

作日或无该对应日，则顺延至下一个工作日。

根据《博时保泽保本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和《博时保泽保本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

书》，本基金根据认购、申购费用和销售服务费收取方式的不同，将基金份额分为不同的类别。在投资者认

购、申购时收取前端认购、申购费用，在赎回时根据持有期限收取赎回费用的，称为A类基金份额；在投资者

认购、申购时不收取前端认购、申购费用，在赎回时根据持有期限收取赎回费用，且从本类别基金资产中计

提销售服务费的，称为C类基金份额。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和《博时保泽保本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的有关规

定，本基金的投资范围主要为具有良好流动性的金融工具，包括国内依法发行上市的股票(包括中小板、创

业板及其他经中国证监会核准上市的股票)、债券、货币市场工具、中期票据、现金、权证、股指期货、资产支

持证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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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基金将按照恒定比例组合保险机制将

资产配置于固定收益类资产与风险资产。固定收益类资产主要包括国债、金融债、央行票据、企业债、公司

债、可转换债券(含分离交易可转债)、次级债、短期融资券、中期票据、资产支持证券、债券回购、银行存款等

固定收益品种。风险资产主要包括股票、权证、股指期货等权益类品种。基金的投资组合比例为：股票、权证

等风险资产占基金资产的比例不高于40%；债券、货币市场工具等固定收益类资产占基金资产的比例不低于

60%；本基金持有现金或到期日在一年以内的政府债券的比例合计不低于基金资产净值的5%。本基金的业

绩比较基准为：二年期银行定期存款收益率(税后)。本基金的投资目标为在保障保本周期到期时本金安全的

前提下，严格控制风险，追求基金资产的稳定增值。在第一个保本周期到期日，如基金份额持有人认购并持

有到期的基金份额的可赎回金额加上其认购并持有到期的基金份额累计分红款项之和计算的总金额低于

其认购保本金额，则基金管理人应补足该差额（该差额即为保本差额），并在保本周期到期日后二十个工作

日内（含第二十个工作日，下同）将该差额支付给基金份额持有人。本基金第一个保本周期后各保本周期涉

及的基金保本的保证， 由基金管理人与担保人或保本义务人届时签订的保证合同或风险买断合同决定，并

由基金管理人在当期保本周期开始前公告。

根据《博时保泽保本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基金合同》 以及基金管理人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于

2018年3月21日发布的《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博时保泽保本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保本周期到期基金

合同终止及基金财产清算的公告》，本基金的最后运作日定为2018年4月9日，并于2018年4月10日进入财产

清算期。

本财务报表由本基金的基金管理人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于2018年5月10日批准报出。

4.3.2清算原因

本基金为保本基金，保本周期为两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公开募集证券投资

基金运作管理办法》、《博时保泽保本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以下简称“《基金合同》” ）及监管

机构的相关规定的约定，如保本周期到期后，本基金未能符合保本基金存续条件，或不符合法律法规和基金

合同对基金的存续要求，则本基金将根据《基金合同》的规定进入清算程序并终止。

根据2017年1月24日中国证监会发布的《关于避险策略基金的指导意见》（简称“《意见》” ），现有保

本基金在保本周期到期后若不能变更注册为避险策略基金，均需转型为其他类型基金或清盘。鉴于本基金

不再符合保本基金的存续条件，在第一个保本周期到期前亦无法完成变更注册（变更为避险策略基金或其

他类型基金）及召集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事项，因此，在第一个保本周期到期后，本基金将按照《关于避险

策略基金的指导意见》的要求并根据《基金合同》的约定进入清算程序并终止。

4.3.3清算起始日

根据《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博时保泽保本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终止及基金财产清算

的公告》，本基金的清算起始日为2018年4月10号。

4.4清算财务报表的编制基础

如财务报表附注1所述，自2018年4月10日起，本基金进入基金财产清算期，因此本基金财务报表以清算

基础编制。

本基金财务报表按附注3中所述的重要会计政策和会计估计以清算基础编制。于2018年4月9日(基金最

后运作日)，所有资产以可收回的金额与原账面价值孰低计量，负债以预计需要清偿的金额计量，其中本基

金持有的交易性金融资产的可收回金额为其公允价值减去处置费用后的净额与预计未来现金流量的现值

两者之间的较高者。

此外，本基金财务报表按照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颁布的《证券投资基金会计核算业务指引》、《博

时保泽保本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约定的资产估值和会计核算方法及在财务报表附注3所列示的

中国证监会发布的有关规定及允许的基金行业实务操作编制。

4.5重要会计政策和会计估计

4.5.1清算期间

本财务报表的实际编制期间为2018年1月1日至2018年4月9日(基金最后运作日)止期间。

4.5.2�记账本位币

本清算财务报表以人民币为记账本位。

4.5.3�应收利息的确认和计量

应收款项按照未来应收取的款项金额计量。

4.5.4�应付款项的确认和计量

应付款项按照未来应支付的款项金额计量。

4.5.5�清算收益的确认和计量

清算收益按照实际发生的收益金额或未来应收取的款项金额计量。

4.5.5�清算费用的确认和计量

清算费用按照实际发生的费用金额或未来应支付的款项金额计量。

4.6税项

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财税[2008]1号《关于企业所得税若干优惠政策的通知》、财税[2012]85号《关

于实施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5]101号《关于上市公司股息

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6]36号《关于全面推开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的通

知》、财税[2016]46号《关于进一步明确全面推开营改增试点金融业有关政策的通知》、财税[2016]70号《关

于金融机构同业往来等增值税政策的补充通知》及其他相关财税法规和实务操作，主要税项列示如下：

(1)�资管产品运营过程中发生的增值税应税行为，以资管产品管理人为增值税纳税人。资管产品管理人

运营资管产品过程中发生的增值税应税行为，暂适用简易计税方法，按照3%的征收率缴纳增值税。对资管产

品在2018年1月1日前运营过程中发生的增值税应税行为，未缴纳增值税的，不再缴纳；已缴纳增值税的，已

纳税额从资管产品管理人以后月份的增值税应纳税额中抵减。

对证券投资基金管理人运用基金买卖股票、债券的转让收入免征增值税，对国债、地方政府债以及金融

同业往来利息收入亦免征增值税。

(2)�对基金从证券市场中取得的收入，包括买卖股票、债券的差价收入，股票的股息、红利收入，债券的

利息收入及其他收入，暂不征收企业所得税。

(3)�对基金取得的企业债券利息收入，应由发行债券的企业在向基金支付利息时代扣代缴20%的个人

所得税。对基金从上市公司取得的股息红利所得，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内(含1个月)的，其股息红利所得全额

计入应纳税所得额；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暂减按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持股期限超过1年

的，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对基金持有的上市公司限售股，解禁后取得的股息、红利收入，按照上述规定计算

纳税，持股时间自解禁日起计算；解禁前取得的股息、红利收入继续暂减按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上述所得

统一适用20%的税率计征个人所得税。

(4)�基金卖出股票按0.1%的税率缴纳股票交易印花税，买入股票不征收股票交易印花税。

4.7本清算财务报告于2018年5月10日经基金管理人及基金托管人批准报出。

5、清算情况

5.1�资产负债清算情况

自2018年4月10日至2018年5月10日止为本次清算期间，基金财产清算小组对本基金的基金财产进行清

算，全部清算工作按清算原则和清算手续进行。具体清算情况如下：

1、本基金最后运作日应收利息为人民币205,806.76元，尚未收回。

2、本基金最后运作日交易性金融资产人民币2,230,456.00元，分别于2018年4月13日和5月10日变现。3、

本基金最后运作日应付管理人报酬为人民币431,834.75元，该款项最后已于2018年4月23日至24日分次支付。

4、本基金最后运作日应付托管费为人民币71,972.47元，该款项已于2018年4月24日支付。

5、本基金最后运作日应付交易费用为人民币233,713.94元，其中有229,157.69元为应付券商佣金，已于

2018年4月24日支付。

6、本基金最后运作日应付税费为人民币13,593.97元，已于2018年4月10日及4月23日支付。

7、本基金最后运作日其他负债为人民币394,227.19元，包括预提审计费、应付信息披露费、中债银行间

账户维护费、上清银行间账户维护费、律师费、预提汇划费等。其中，本基金最后运作日应付审计费人民币

120,000.00元，该款项将于取得审计费发票日支付；本基金最后运作日应付信息披露费人民币178,000.00元，

该款项将于取得信息披露费发票日支付。 本基金最后运作日应付赎回费人民币80,927.19元， 该款项将于

2018年4月11日支付。本基金最后运作日中债银行间账户维护费人民币7,500.00元，该款项已于4月24日支付

4500元，5月10日支付1500元，剩余部分于收到相关单据时支付。上清银行间账户维护费人民币7,800.00元，该

款项已于4月16日支付4800元，5月10日支付1500元，剩余部分于收到相关单据时支付。另外，清算期间计提

应付律师费人民币20,000.00元，该款项将于取得律师费发票日支付；截止5月10日支付上述款项预提汇划费

人民币40.00元。

8、2018年4月6日销售行为产生的应付赎回款为人民币264,085,753.53元， 上述款项已于2018年4月11日

支付。

5.2�截至本次清算期结束日的剩余财产情况及剩余财产分配安排

项目 金额

一、最后运作日2018年04月9日基金净资产 1,076,656,693.55

减：2018年4月11日赎回款（含应付赎回款、应付转

出款、应付赎回费、赎回费收入）

821,684,293.67

加：清算期间净收益 230,702.85

二、2018年5月10日基金净资产 255,203,102.73

根据本基金的基金合同约定，依据基金财产清算的分配方案，将基金财产清算后的全部剩余资产扣除

基金财产清算费用、交纳所欠税款并清偿基金债务后，按基金份额持有人持有的基金份额比例进行分配。自

本次清算期结束日次日2018年5月11日至本次清算款划出前一日的银行存款产生的利息亦归基金份额持有

人所有。本基金的银行存款应收利息为预计金额，可能与实际发生或支付金额存在差异，资产支付时以银行

实际结算金额为准。

本清算报告已经基金托管人复核，将与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清算审计报告、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

见书一并报中国证监会备案后向基金份额持有人公告。清算报告公告后，基金管理人将遵照法律法规、基金

合同等规定及时进行分配。

6、备查文件目录

6.1�备查文件目录

6.1.1博时保泽保本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清算财务报表及审计报告

6.1.2博时保泽保本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财产清算的法律意见书

6.2�存放地点

基金管理人、基金托管人处

6.3�查阅方式

投资者可在营业时间免费查阅，也可按工本费购买复印件

投资者对本报告书如有疑问，可咨询本基金管理人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博时一线通：95105568（免长途话费）

博时保泽保本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财产清算小组

二〇一八年六月十六日

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旗下基金持有的长期停牌

股票调整估值方法的公告

根据中国证监会《中国证监会关于证券投资基金估值业务的指导意见》（中国证监会发 [2017]第13

号）、中国证券业协会基金估值工作小组《关于停牌股票估值的参考方法》以及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

《关于发布中基协（AMAC）基金行业股票估值指数的通知》(中基协发[2013]�第13号)的有关规定，经博时

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与托管银行协商一致，决定于2018年6月15日起对本公司旗下基金

所持有"天齐锂业"（股票代码002466）采用"指数收益法"进行估值，并采用中基协AMAC行业指数作为计算

依据。

在"天齐锂业"复牌且其交易体现了活跃市场交易特征后，恢复按市场价格进行估值，届时不再另行公

告。敬请投资者予以关注。

特此公告。

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8年6月16日

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调整

博时黄金交易型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

联接基金A类份额的申购、转换、定投

及最低持有数量限制的公告

为了给投资者提供更好的服务，根据基金合同的相关规定，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

司” )决定于2018年6月20日对博时黄金交易型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A类份额（A类份额基金代码：

002610）的申购、转换、定期定额投资及最低持有数量限制进行调整。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调整方案

1、自2018年6月20日起，投资人通过销售机构申购本基金A类份额单笔最低申购金额调整为1.00元，即首

次申购的最低金额为1.00元，追加申购最低金额为1.00元，定投申购最低申购金额为1.00元。各销售机构在不

低于上述规定的前提下，可根据自己的情况调整首次申购、定期定额投资的最低金额限制，投资人在销售机

构办理相关业务时，需遵循销售机构的相关约定。

2、自2018年6月20日起，本基金A类份额的每个交易账户最低持有基金份额为0.01份，若某笔赎回导致单

个交易账户的基金份额余额少于0.01份时，余额部分基金份额必须一同赎回，本基金A类份额的每个交易账

户最低赎回份额为0.01份，本基金A类份额最低转换份额为0.01份。

二、其他需要注意的事项

1、本次调整方案所涉及的招募说明书相关内容，将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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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

3、投资人可访问本公司网站(www.bosera.com)或拨打全国免长途费的客户服务电话（95105568）咨询

相关情况。

4、风险提示：本公司承诺依照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

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投资有风险，决策需谨慎，投资者申购基金前，应认真阅读基金的基金合同和招募说

明书等相关法律文件。

特此公告。

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8年6月16日

博时鑫和灵活配置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清算报告

基金管理人：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报告出具日期：二〇一八年五月十六日

报告公告日期：二〇一八年六月十六日

1、重要提示

1.1�重要提示

博时鑫和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7]426号注册，于2017

年12月13日成立并正式运作。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和《博时鑫和灵活

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以下简称“基金合同” ）等有关规定，基金合同生效后，连续60个工作

日出现基金份额持有人数量不满200人或者基金资产净值低于5000万元情形的，本基金将根据《基金合同》

约定进入清算程序并终止，无需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进行表决。截至2018年4月18日日终，博时鑫和灵

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的资产净值为1,465.36万元， 基金资产净值连续六十个工作日低于5,000万元人

民币，触发上述基金合同终止情形，基金合同自动终止，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基金管理人” ）

自2018年4月19日起根据法律法规、基金合同等规定履行基金财产清算程序。

2018年5月16日为本基金清算的最后一日，由本基金管理人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基金托管人上海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上海市通力律师事务所组成基金财产清算

小组履行基金财产清算程序，并由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本基金进行清算审计，上

海市通力律师事务所对清算事宜出具法律意见。

2、基金概况

2.1�基金基本情况

基金名称 博时鑫和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博时鑫和混合

基金主代码 005191

基金运作方式 契约型开放式

基金合同生效日 2017年12月13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报告期末基金份额总额 15,615,409.72份

基金合同存续期 不定期

下属基金份额的基金简称 博时鑫和混合A 博时鑫和混合C

下属基金份额的交易代码 005191 005192

报告期末下属基金份额的份额总额 3,569,316.06 12,046,093.66

2.2�基金产品说明

投资目标

本基金通过多种投资策略的有机结合，在严格控制风险的前提下，力争为基金份额持有人获取长期持续稳

定的投资回报。

投资策略

（一）资产配置策略

本基金通过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相结合、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互相补充的方法，在股票、债券和现金

等资产类之间进行相对稳定的适度配置，强调通过自上而下的宏观分析与自下而上的市场趋势分析有机

结合进行前瞻性的决策。

（二）债券投资策略

本基金采用的债券投资策略包括：期限结构策略、信用策略、互换策略、息差策略、可转换债券投资策

略等。

（三）股票投资策略

本基金股票投资以定性和定量分析为基础，从基本面分析入手，主要遵循以下三个步骤：

（1）本基金将对股票的风格特征进行评估，从股票池中选择成长与价值特性突出的股票。

根据一系列指标对市场上所有股票的风格特征进行评估。成长股的重要评估指标是考察公司的成长

性。价值投资的核心思想是寻找市场上被低估的股票。通过以上评估，初步筛选出成长与价值股票池。

（2）对股票的基本面素质进行筛选，应用基本面分析方法，确定优质成长股与优质价值股的评价标

准，在第一步选择出的具有鲜明风格的股票名单中，进一步分析，选出基本面较好的股票。

（3）进行成长与价值的风格配置。本基金将根据对市场的判断，动态地调整成长股与价值股的投资比

重，追求在可控风险前提下的稳健回报。

在以上形成的价值股、成长股股票池中，本基金根据对市场趋势的判断、宏观经济环境等因素，对成长

与价值股的投资比例进行配置。总体而言，成长股与价值股在股票资产中进行相对均衡的配置，适度调整。

以控制因风格带来的投资风险，降低组合波动的风险，提高整体收益率。

（四）金融衍生品投资策略

1、权证投资策略

权证为本基金辅助性投资工具，投资原则为有利于基金资产增值、控制下跌风险。本基金在权证投资

方面将以价值分析为基础，在采用数量化模型分析其合理定价的基础上，立足于无风险套利，力求稳健的

投资收益。

2、股指期货、国债期货投资策略

本基金将根据风险管理的原则，以套期保值为目的，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本着谨慎原则，参与股指期

货、国债期货的投资，以管理投资组合的系统性风险，改善组合的风险收益特性。

（五）资产支持证券投资策略

本基金将通过对资产支持证券基础资产及结构设计的研究，结合多种定价模型，根据基金资产组合情

况适度进行资产支持证券的投资。

未来随着证券市场投资工具的发展和丰富，在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定的前提下，本基金可相应调整和

更新相关投资策略。

业绩比较基准 沪深300指数收益率×50%�+中证综合债指数收益率×50%

风险收益特征

本基金为混合型基金，其预期收益及预期风险水平低于股票型基金，高于债券型基金及货币市场基金，属

于中高收益/风险特征的基金。

3、基金运作情况说明

博时鑫和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本基金”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

“中国证监会” )证监许可[2017]426号《关于准予博时鑫和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注册的批复》注册，

由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和《博时鑫和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基金合同》于2017年9月11日至2017年12月8日向社会公开发行募集，基金合同于2017年12月13日正式

生效，募集规模为278,418,497.19份基金份额。

自 2017年12月13日至 2018年4月18日期间，本基金按基金合同正常运作。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和《博时鑫和灵活

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以下简称“基金合同” ）等有关规定，基金合同生效后，连续60个工作

日出现基金份额持有人数量不满200人或者基金资产净值低于5000万元情形的，本基金将根据《基金合同》

约定进入清算程序并终止，无需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进行表决。截至2018年4月18日日终，博时鑫和灵

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的资产净值为1,465.36万元， 基金资产净值连续六十个工作日低于5,000万元人

民币，触发上述基金合同终止情形，基金合同自动终止，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基金管理人” ）

自2018年4月19日起根据法律法规、基金合同等规定履行基金财产清算程序。

4、财务报告

4.1�资产负债表(已经审计)

单位：人民币元

资 产

本期末

2018年4月18日

(基金最后运作日)

上年度末

2017年12月31日

资 产：

银行存款 1,174,411.03 1,975,867.15

结算备付金 84,884.35 -

存出保证金 126,335.24 -

交易性金融资产 10,567,311.64 -

其中：股票投资 10,563,105.04 -

债券投资 4,206.60 -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3,000,000.00 166,100,000.00

应收证券清算款 59,108.94 9,297,734.14

应收利息 1,033.42 -66,585.87

应收申购款 4,106.66 2,595.34

资产总计 15,017,191.28 177,309,610.76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

负 债：

应付赎回款 101,110.70 767,570.34

应付管理人报酬 4,475.47 74,278.97

应付托管费 745.91 12,379.83

应付销售服务费 571.35 11,994.95

应付交易费用 154,466.40 -

其他负债 102,238.40 -

负债合计 363,608.23 866,224.09

所有者权益：

实收基金 15,615,409.72 175,533,728.27

未分配利润 -961,826.67 909,658.40

所有者权益合计 14,653,583.05 176,443,386.67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总计 15,017,191.28 177,309,610.76

注：1.报告截止日2018年4月18日(基金最后运作日)，基金份额总额15,615,409.72份。其中A类基金份额净

值0.9386元，基金份额总额3,569,316.06份；C类基金份额净值0.9383元，基金份额总额12,046,093.66份。

2.�本财务报表的实际编制期间为2018年1月1日至2018年4月18日(基金最后运作日)止期间和2017年12

月13日(基金合同生效日)�至2017年12月31日止期间。

4.2�清算损益表

项目 2018年4月19至2018年5月16日（清算期间）

一、清算收益 72,299.78

1.利息收入 8,265.49

2.赎回费收入 116.63

3.投资收益（损失以"-"填列） -1,497,027.45

4.公允价值变动损益（损失以"-"填列） 1,560,945.11

二、清算费用 58,824.40

1.交易费用 19,336.00

2．其他费用 39,488.40

三、清算收益（损失）总额 13,475.38

减：所得税费用 -

增值税费用 -

四、清算净收益（损失） 13,475.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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