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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吴沪深３００指数型证券投资基金更新招募说明书摘要
重要提示
东吴沪深３００指数型证券投资基金由东吴深证１００指数增强型证券投资基金（
ＬＯＦ）转型而
基金法》、《
东吴深证１００
来。 东吴深证１００指数增强型证券投资基金（
ＬＯＦ）由基金管理人依照《
指数增强型证券投资基金（
ＬＯＦ）基金合同》及其他有关规定募集，根据【
２０１１】年【
８】月【
１２】日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以下简称“
中国证监会”）《
关于核准东吴深证１００指数增强型证券投
资基金（
证监基金字【
ＬＯＦ）募集的批复》（
２０１１】１２７８号）注册募集，并经中国证监会注册。 东吴
深证１００指数增强型证券投资基金（
关于
ＬＯＦ）转型已获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８】５３０号文《
准予东吴深证１００指数增强型证券投资基金（
ＬＯＦ）变更注册的批复》批复。
２０１８年６月１１日，东吴深证１００指数增强型证券投资基金（
ＬＯＦ）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以通
讯方式召开，大会审议并通过《
关于东吴深证１００指数增强型证券投资基金（
ＬＯＦ）转型有关事
项的议案》，内容包括调整投资目标、投资范围、投资策略、投资组合比例并相应变更基金名称，
变更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程序、基金合同当事人权利义务、估值方法、基金费用等事项并相应
修改基金合同。 自东吴深证１００指数增强型证券投资基金（
ＬＯＦ）终止上市日２０１８年７月１１日起，
《
东吴沪深３００指数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 生效，《
东吴深证１００指数增强型证券投资基金
（
ＬＯＦ）基金合同》自同一日起失效。
基金管理人保证 《
东吴沪深３００指数型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
以下简称 “
《
招募说明
书》”或“
本《
招募说明书》”）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本《
招募说明书》经中国证监会注册，但中
国证监会对东吴深证１００指数增强型证券投资基金（
ＬＯＦ）的变更注册，并不表明其对本基金的
投资价值、市场前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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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金的过往业绩并不预示其未来表现。 基金管理人管理的其他基金的业绩并不构成新基
金业绩表现的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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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但不保证基
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本基金为股票型基金，属于较高预期风险、较高预期收益的证券投资基金品种，其预期风
险与预期收益高于混合型基金、债券型基金与货币市场基金；本基金为指数型基金，采用完全
复制策略，跟踪标的指数市场表现，是股票型基金中处于中等风险水平的基金产品。
本基金投资于证券市场，基金净值会因为证券市场波动等因素产生波动，投资者在投资本
基金前，需充分了解本基金的产品特性，并承担基金投资中出现的各类风险，包括：因政治、经
济、 社会等环境因素对证券价格产生影响而形成的系统性风险， 个别证券特有的非系统性风
险，由于基金投资者连续大量赎回基金产生的流动性风险，基金管理人在基金管理实施过程中
产生的基金管理风险，本基金的特定风险，基金运作风险等等。 本基金的特有风险详见招募说
明书“
基金的风险揭示”章节。
基金投资有风险，投资者在进行投资决策前，请仔细阅读本基金的《
招募说明书》及《
基金
合同》。
基金不同于银行储蓄与债券，基金投资者有可能获得较高的收益，也有可能损失本金。 投
资者投资于本基金时应认真阅读本《
招募说明书》。 全面认识本基金产品的风险收益特征和产
品特性，充分考虑自身的风险承受能力，理性判断市场，对申购基金的意愿、时机、数量等投资
行为作出独立决策。基金管理人提醒投资者基金投资的“
买者自负”原则，在投资者作出投资决
策后，基金运营状况与基金净值变化引致的投资风险，由投资者自行负责。
本基金单一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数不得达到或超过基金份额总数的５０％， 但在基金运作
过程中因基金份额赎回等情形导致被动达到或超过５０％的除外。
本招募说明书（
更新）所载内容截止日为２０１９年７月１１日，有关财务数据和净值表现截止日
为２０１９年６月３０日。 （
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一、基金管理人
（
一）基金管理人概况
名称：东吴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住所：上海市浦东新区源深路２７９号（
２００１３５）
办公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源深路２７９号（
２００１３５）
法定代表人：王炯
设立日期：２００４年９月２日
批准设立机关及批准设立文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基金字【
２００４】１３２号
组织形式：有限责任公司（
国内合资）
注册资本：１亿元人民币
联系人：贾云鹏
电话：（
０２１）５０５０９８８８
传真：（
０２１）５０５０９８８４
客户服务电话：４００－８２１－０５８８（
免长途话费）、０２１－５０５０９６６６
公司网址：ｗｗｗ．ｓｃｆｕｎｄ．ｃｏｍ．ｃｎ
１、股权结构：
持股单位
占总股本比例
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７０％

海澜集团有限公司

３０％

合计

１００％

２、简要情况介绍：
公司实行董事会领导下的总经理负责制，公司总经理下设权益投资决策、固收投资决策、
专户投资决策、风险管理、基金资产估值五个专门委员会；公司设有权益投资总部、固定收益总
部、专户投资总部、研究策划部、集中交易室、营销管理总部、产品策略部、信息技术部、基金事
务部、综合管理部、合规风控部十一个部门。
（
二）主要人员情况
１、董事会成员
马震亚先生，董事长，硕士，高级经济师，会计师，中共党员。 历任苏州市审计局科员、副主
任科员；苏州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财务部副总经理（
主持工作）；东吴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财务部总
经理，财务总监，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党委委员、纪委书记、董事、副总裁、财务负责人，现任
东吴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
汤勇先生，董事，工商管理ＥＭＢＡ，注册会计师，中共党员。 任江苏悦达时装有限公司财务
会计、新能（
张家港）能源有限公司计财处主任，现任海澜集团有限公司海澜资本投资部投资总
监。
王炯先生，董事，硕士研究生、经济师，中共党员。 历任苏州市统计局综合平衡处科员，东吴
证券总裁办公室主任、机构客户部总经理、总裁助理、东吴证券上海分公司总经理，东吴基金管
理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 现任东吴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
冯恂女士，董事，博士研究生，经济师，中共党员。 历任东吴证券研究所研究员，国联证券研
究所所长、总裁助理兼经管总部总经理、副总裁，东吴证券总规划师兼研究所所长、兼资产管理
部总经理、总规划师，现任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党委委员、副总裁、资产管理部总经理。
陈建国先生，董事，硕士研究生，经济师，中共党员。 历任昆山市信托投资公司第二证券部
副经理，东吴证券昆山前进中路证券营业部副总经理、福州湖东路证券营业部总经理、昆山分
主持工作），现任东吴证券人力资源部总经
公司副总经理、东吴证券经纪管理总部副总经理（
理。
周虹女士，董事，本科学历，现任海澜集团有限公司海澜资本投资部投资经理。
张婉苏女士，独立董事，经济法学博士。 历任担任斯洛文尼亚道迈尔机电有限责任公司苏
州代表处法律顾问、南京大学法学院助教、讲师，现任南京大学法学院副教授。
袁勇志先生，独立董事，教授，博士生导师。 历任苏州大学管理学院教师、苏州大学人文社
科处处长、苏州大学党委研究生工作部部长，现任苏州大学出版社副总编。
方志刚先生，独立董事，大学学历，民建会员。 企业类会计师、中国注册会计师、澳洲注册会
计师。历任上海上审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员、部门经理，上海长信会计师事务所部门经理，上海锦
江国旅股份有限公司财务部经理、上海实业联合集团长城药业有限公司财务总监；上海众华沪
银会计师事务所高级经理，现任瑞华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瑞合伙）上海分所工作，权益合伙
人，担任长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２、监事会成员
张剑宏先生，监事会主席，硕士。历任苏州物资集团公司公司政策研究室科长、财务公司证
原苏物贸证券营业部）总经理、
券部总经理助理、办公室副主任、主任；东吴证券三香路营业部（
总裁助理兼投资银行总部总经理、风险管理部、合规法务部总经理、合规总监兼首席风险官，现
任东吴创业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
王菁女士，监事，本科学士学位，会计师，中共党员。 历任东吴证券经纪分公司财务经理、东
吴证券财务部总经理助理、副总经理，现任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财务部总经理。
沈清韵女士，员工监事，硕士研究生，中共党员。历任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高级审计
员，东吴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监察稽核部总经理，合规风控部总经理，现任合规风控副总监兼合
规风控部总经理，董事会秘书。
３、高管人员
马震亚先生，董事长，硕士，高级经济师，会计师，中共党员。 历任苏州市审计局科员、副主
任科员；苏州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财务部副总经理（
主持工作）；东吴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财务部总
经理，财务总监，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党委委员、纪委书记、董事、副总裁、财务负责人，现任
东吴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
王炯先生，董事，硕士研究生、经济师，中共党员。 历任苏州市统计局综合平衡处科员，东吴
证券总裁办公室主任、机构客户部总经理、总裁助理、东吴证券上海分公司总经理，东吴基金管
理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现任东吴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
徐明先生，副总经理，硕士，中共党员。 历任中国银行苏州分行营业部会计；苏州华纺经济
贸易有限公司财务科会计；中创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苏州十全街营业部副总经理；东吴证券有限
责任公司胥江路证券营业部副总经理， 总经理； 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石路证券营业部总经
理，太仓分公司总经理，常熟分公司总经理；东吴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营销总监兼营销管理部总
经理，现任东吴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兼营销管理部总经理。
吕晖先生，督察长，大专，历任苏州商业大厦业务员，苏州证券公司交易员，苏州证券登记
公司总经理助理，东吴证券资产管理总部副总经理，东吴证券吴江盛泽西环路营业部、吴江中
山北路营业部总经理，东吴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运营总监、东吴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现任东吴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督察长。
４、基金经理
朱冰兵同志，南京大学计算机应用专业，学士学位。 曾任江苏省昆山市信托投资公司证券
营业部、东吴证券营业部信息技术部系统工程师，自２００３年１０月参与我司筹建以来，一直就职
于我司，其中２００３年１０月至２０１０年６月任系统工程师，２０１０年７至今，一直从事研究工作，历任助
理研究员、研究员、基金经理助理，现任基金经理，其中，自２０１８年７月１１日起担任东吴沪深３００
指数型证券投资基金 （
２０１８年７月１１日由原东吴深证１００指数增强型证券投资基金 （
ＬＯＦ）转
型）、自２０１７年３月９日起担任东吴中证新兴产业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经理。
历任基金经理
唐祝益 ２０１２年０３月０９日－２０１３年０６月０５日
刘元海 ２０１２年０３月１４日－２０１３年０６月０５日
周 健 ２０１３年０６月０５日－２０１８年１２月１３日
５、投资决策委员会成员
（
１）权益投资决策委员会：王炯、彭敢、杨庆定、杜毅、付琦、刘元海、戴斌、王立立。 王炯任权
益投资决策委员会主席，彭敢为权益投资决策委员会副主席。
（
２）固收投资决策委员会：王炯、杨庆定、付琦、周明。 王炯任固收投资决策委员会主席，杨
庆定、周明为固收投资决策委员会副主席。
上述人员之间不存在近亲属关系。
二、基金托管人
一、基金托管人情况
（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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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国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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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行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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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１８年６月末，本集团资产总额２２８，０５１．８２亿元，较上年末增加６，８０７．９９亿元，增幅３．０８％。
上半年， 本集团盈利平稳增长， 利润总额较上年同期增加９３．２７亿元至１，８１４．２０亿元， 增幅
５．４２％；净利润较上年同期增加８４．５６亿元至１，４７４．６５亿元，增幅６．０８％。
亚洲货币》“
环球金融》“
２０１７年，本集团先后荣获香港《
２０１７年中国最佳银行”，美国《
２０１７
最佳转型银行”、新加坡《
亚洲银行家》“
２０１７年中国最佳数字银行”、“
２０１７年中国最佳大型零售
银行奖”、《
银行家》“
年度最具社会责任金融机构”等
２０１７最佳金融创新奖”及中国银行业协会“
多项重要奖项。 本集团在英国《
银行家》“
财富》“
２０１７全球银行１０００强”中列第２位；在美国《
２０１７
年世界５００强排行榜”中列第２８名。
中国建设银行总行设资产托管业务部，下设综合与合规管理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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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境托管运营
处、监督稽核处等１０个职能处室，在安徽合肥设有托管运营中心，在上海设有托管运营中心上
海分中心，共有员工３１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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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二）主要人员情况
纪伟，资产托管业务部总经理，曾先后在中国建设银行南通分行、总行计划财务部、信贷经
营部任职，并在总行公司业务部、投资托管业务部、授信审批部担任领导职务。其拥有八年托管
从业经历，熟悉各项托管业务，具有丰富的客户服务和业务管理经验。
龚毅，资产托管业务部资深经理（
专业技术一级），曾就职于中国建设银行北京市分行国际
部、营业部并担任副行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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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托管业务部资深经理（
专业技术一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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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绍平，资产托管业务部副总经理，曾就职于中国建设银行总行投资部、委托代理部、战略
客户部，长期从事客户服务、信贷业务管理等工作，具有丰富的客户服务和业务管理经验。
原玎，资产托管业务部副总经理，曾就职于中国建设银行总行国际业务部，长期从事海外
机构及海外业务管理、境内外汇业务管理、国外金融机构客户营销拓展等工作，具有丰富的客
户服务和业务管理经验。
二、基金托管人的内部控制制度
（
一）内部控制目标
作为基金托管人，中国建设银行严格遵守国家有关托管业务的法律法规、行业监管规章和
本行内有关管理规定，守法经营、规范运作、严格监察，确保业务的稳健运行，保证基金财产的
安全完整，确保有关信息的真实、准确、完整、及时，保护基金份额持有人的合法权益。
（
二）内部控制组织结构
中国建设银行设有风险与内控管理委员会，负责全行风险管理与内部控制工作，对托管业
务风险控制工作进行检查指导。 资产托管业务部配备了专职内控合规人员负责托管业务的内
控合规工作，具有独立行使内控合规工作职权和能力。
（
三）内部控制制度及措施
资产托管业务部具备系统、完善的制度控制体系，建立了管理制度、控制制度、岗位职责、
业务操作流程，可以保证托管业务的规范操作和顺利进行；业务人员具备从业资格；业务管理
严格实行复核、审核、检查制度，授权工作实行集中控制，业务印章按规程保管、存放、使用，账
户资料严格保管，制约机制严格有效；业务操作区专门设置，封闭管理，实施音像监控；业务信
息由专职信息披露人负责，防止泄密；业务实现自动化操作，防止人为事故的发生，技术系统完
整、独立。
三、基金托管人对基金管理人运作基金进行监督的方法和程序
（
一）监督方法
依照《
基金法》及其配套法规和基金合同的约定，监督所托管基金的投资运作。利用自行开
发的“
新一代托管应用监督子系统”，严格按照现行法律法规以及基金合同规定，对基金管理人
运作基金的投资比例、投资范围、投资组合等情况进行监督。 在日常为基金投资运作所提供的
基金清算和核算服务环节中，对基金管理人发送的投资指令、基金管理人对各基金费用的提取
与开支情况进行检查监督。
（
二）监督流程
１、每工作日按时通过新一代托管应用监督子系统，对各基金投资运作比例控制等情况进
行监控，如发现投资异常情况，向基金管理人进行风险提示，与基金管理人进行情况核实，督促
其纠正，如有重大异常事项及时报告中国证监会。
２、收到基金管理人的划款指令后，对指令要素等内容进行核查。
３、通过技术或非技术手段发现基金涉嫌违规交易，电话或书面要求基金管理人进行解释
或举证，如有必要将及时报告中国证监会。
三、相关服务机构
（
一）基金份额发售机构
１、直销机构
（
１）东吴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直销中心
地址：上海市源深路２７９号
邮政编码：２００１３５
电话：０２１－５０５０９８８０
传真：０２１－５０５０９８８４
联系人：贾云鹏
客服电话：４００－８２１－０５８８（
免长途话费）、０２１－５０５０９６６６
公司网址：ｗｗｗ．ｓｃｆｕｎｄ．ｃｏｍ．ｃｎ
（
２）网上交易
个人投资者可以通过本公司网上交易系统办理本基金的开户、认购等业务，具体交易细则
请参阅本公司网站公告。
网上交易网址：ｗｗｗ．ｓｃｆｕｎｄ．ｃｏｍ．ｃｎ
２、代销机构
（
１）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西城区复兴门内大街５５号（
１００００５）
办公地址：北京市西城区复兴门内大街５５号（
１００００５）
法定代表人：姜建清
客服电话：９５５８８
公司网址：ｗｗｗ．ｉｃｂｃ．ｃｏｍ．ｃｎ
（
２）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东城区建国门内大街６９号
办公地址：北京市东城区建国门内大街６９号
法定代表人：周慕冰
客服电话：９５５９９
公司网址：ｗｗｗ．ａｂｃｈｉｎａ．ｃｏｍ
（
３）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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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客服电话：９５５３３
公司网址：ｗｗｗ．ｃｃｂ．ｃｏｍ
（
４）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银城中路１８８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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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管理人：东吴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办公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银城中路１８８号
法定代表人：彭纯
客服电话：９５５５９
公司网址：ｗｗｗ．ｂａｎｋｃｏｍｍ．ｃｏｍ
（
５）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深圳市深南大道７０８８号招商银行大厦
办公地址：深圳市深南大道７０８８号招商银行大厦
法定代表人：李建红
客服电话：９５５５５
公司网址：ｗｗｗ．ｃｍｂｃｈｉｎａ．ｃｏｍ
（
６）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东城区朝阳门北大街８号富华大厦Ｃ座
办公地址：北京市东城区朝阳门北大街８号富华大厦Ｃ座
法定代表人：田国立
客服电话：９５５５８
公司网址：ｈｔｔｐ：／／ｂａｎｋ．ｅｃｉｔｉｃ．ｃｏｍ
（
７）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西城区复兴门内大街２号
办公地址：北京市西城区复兴门内大街２号
法定代表人：洪崎
客服电话：９５５６８
公司网址：ｗｗｗ．ｃｍｂｃ．ｃｏｍ．ｃｎ
（
８）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东城区建国门内大街２２号（
１００００５）
办公地址：北京市东城区建国门内大街２２号（
１００００５）
法定代表人：李民吉
客户服务电话：９５５７７
公司网址：ｗｗｗ．ｈｘｂ．ｃｏｍ．ｃｎ
（
９）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深圳市深南中路１０９９号平安银行大厦
办公地址：深圳市深南东路５０４７号深圳发展银行大厦
法定代表人：谢永林
客服电话：９５５１１－３
公司网址：ｗｗｗ．ｐｉｎｇａｎ．ｃｏｍ
（
１０）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宁波市江东区中山东路２９４号
办公地址：宁波市鄞州区宁南南路７００号宁波银行大楼
法定代表人：陆华裕
客服电话：９６５２８，上海地区９６２５２８
公司网址：ｗｗｗ．ｎｂｃｂ．ｃｏｍ．ｃｎ
（
１１）温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温州市车站大道华海广场１号楼
办公地址：温州市车站大道１９６号
法定代表人：邢增福
客服电话：０５７７－９６６９９
公司网址：ｗｗｗ．ｗｚｂａｎｋ．ｃｎ
（
１２）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南京市中华路２６号
办公地址：南京市中华路２６号
法定代表人：夏平
客服热线：９５３１９
公司网址：ｗｗｗ．ｊｓｂｃｈｉｎａ．ｃｎ
（
１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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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办公地址：北京市西城区新街口外大街２８号Ｃ座５０５
法定代表人：林义相
公司网址：ｈｔｔｐ：／／ｗｗｗ．ｔｘｓｅｃ．ｃｏｍ
（
１４）和讯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朝阳区朝外大街２２号１００２室
办公地址：北京市朝阳区朝外大街２２号泛利大厦１０层
法定代表人：王莉
客服热线：４００－９２０－００２２
公司网址：ｈｔｔｐ：／／ｌｉｃａｉｋｅ．ｈｅｘｕｎ．ｃｏｍ／
（
１５）诺亚正行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上海市虹口区飞虹路３６０弄９号３７２４室
办公地址：上海市杨浦区秦皇岛路３２号ｃ栋
法定代表人：汪静波
客服热线：４００－８２１－５３９９
公司网址：ｗｗｗ．ｎｏａｈ－ｆｕｎｄ．ｃｏｍ
（
１６）深圳众禄基金销售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深圳市罗湖区梨园路８号ＨＡＬＯ广场４楼
办公地址：深圳市罗湖区梨园路８号ＨＡＬＯ广场４楼
法定代表人：薛峰
客服热线：４００６－７８８－８８７
公司网址：ｗｗｗ．ｚｌｆｕｎｄ．ｃｎ及ｗｗｗ．ｊｊｍｍｗ．ｃｏｍ
（
１７）上海天天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上海市徐汇区龙田路１９０号２号楼２层
办公地址：上海市徐汇区宛平南路８８号东方财富大厦
法定代表人：其实
客服热线：９５０２１／４００－１８１８－１８８
公司网址：ｈｔｔｐ：／／ｆｕｎｄ．ｅａｓｔｍｏｎｅｙ．ｃｏｍ
（
１８）上海好买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上海市虹口区欧阳路１９６号２６号楼２楼４１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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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０３～９０６室
法定代表人：杨文斌
客服热线：４００－７００－９６６５
公司网址：ｗｗｗ．ｅｈｏｗｂｕｙ．ｃｏｍ
（
杭州）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１９）蚂蚁（
注册地址：杭州市余杭区仓前街道文一西路１２１８号１栋２０２室
办公地址：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万塘路１８号黄龙时代广场Ｂ座
法定代表人：陈柏青
客服热线：４０００７６６１２３
公司网址：ｗｗｗ．ｆｕｎｄ１２３．ｃｎ
（
２０）上海长量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代销机构：上海长量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高翔路５２６号２幢２２０室
办公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东方路１２６７号１１层
法定代表人：张跃伟
客服电话：４００－８２０－２８９９
公司网站：ｗｗｗ．ｅｒｉｃｈｆｕｎｄ．ｃｏｍ
（
２１）浙江同花顺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文二西路１号元茂大厦９０３室
办公地址：杭州市余杭区五常街道同顺路１８号同花顺大楼
法定代表人：凌顺平
客服热线：４００８－７７３－７７２
公司网址：ｗｗｗ．５ｉｆｕｎｄ．ｃｏｍ
（
２２）上海利得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上海市宝山区蕴川路５４７５号１０３３室
办公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峨山路９１弄６１号１０号楼１４层
法定代表人：李兴春
客服电话：４００－９２１－７７５５
公司网址：ｗｗｗ．ｌｅａｄｆｕｎｄ．ｃｏｍ．ｃｎ
（
２３）浙江金观诚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杭州市拱墅区登云路４５号（
锦昌大厦）１幢１０楼１００１室
办公地址：杭州市拱墅区登云路４５号锦昌大厦一楼金观诚财富
法定代表人：蒋雪琦
客服热线：４００－０６８－００５８
公司网址：ｗｗｗ．ｊｉｎｃｈｅｎｇ－ｆｕｎｄ．ｃｏｍ
（
北京）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２４）宜信普泽（
注册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建国路８８号９号楼１５层１８０９
办公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建国路８８号ＳＯＨＯ现代城Ｃ座１８０９
法定代表人：戎兵
客服热线：４００－６０９９－２００
公司网址：ｗｗｗ．ｙｉｘｉｎｆｕｎｄ．ｃｏｍ
（
２５）南京苏宁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南京市玄武区苏宁大道１－５号
办公地址：南京市玄武区苏宁大道１－５号
法定代表人：王锋
客服热线：９５１７７
公司网址：ｗｗｗ．ｓｎｊｉｊｉｎ．ｃｏｍ
（
２６）北京恒天明泽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宏达北路１０号五层５１２２室
办公地址：北京市朝阳区东三环北路甲１９号ＳＯＨＯ嘉盛中心３０层３００１室
法定代表人：周斌
客服热线：４００８９８０６１８
公司网址：ｗｗｗ．ｃｈｔｆｕｎｄ．ｃｏｍ
（
２７）北京汇成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大街１１号Ｅ世界财富中心Ａ座１１层１１０８号
办公地址：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大街１１号Ｅ世界财富中心Ａ座１１层
法定代表人：王伟刚
客服热线：４００－６１９－９０５９
公司网址：ｗｗｗ．ｈｃｊｉｊｉｎ．ｃｏｍ
（
２８）北京晟视天下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怀柔区九渡河镇黄坎村７３５号０３室
办公地址：北京市朝阳区万通中心Ｄ座２１＆２８层
法定代表人：蒋煜
客服热线：０１０－５８１７０７６１
公司网址：ｈｔｔｐ：／／ｗｗｗ．ｓｈｅｎｇｓｈｉｖｉｅｗ．ｃｏｍ．ｃｎ／
（
北京）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２９）一路财富（
注册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阜成门大街２号万通新世界广场Ａ座２２０８
办公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阜成门大街２号万通新世界广场Ａ座２２０８
法定代表人：吴雪秀
客服热线：４００－００１－１５６６
公司网址：ｈｔｔｐ：／／ｗｗｗ．ｙｉｌｕｃａｉｆｕ．ｃｏｍ
（
３０）北京钱景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海淀区丹棱街６号１幢９层１００８－１０１２
办公地址：北京市海淀区丹棱街６号１幢９层１００８－１０１２
法定代表人：赵荣春
客服热线：４００－６７８－５０９５
公司网址：ｗｗｗ．ｑｉａｎｊｉｎｇ．ｃｏｍ
（
３１）北京植信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密云县兴盛南路８号院２号楼１０６室－６７
办公地址：北京市朝阳区惠河南路盛世龙源１０号
法定代表人：于龙
客服热线：４００６－８０２－１２３
公司网址：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ｚｈｉｘｉｎ－ｉｎｖ．ｃｏｍ／
（
３２）杭州科地瑞富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杭州市下城区武林时代商务中心１６０４室
办公地址：杭州市下城区上塘路１５号武林时代２０Ｆ
法定代表人：陈刚
客服热线：０５７１－８６９１５７６１
公司网址：ｗｗｗ．ｃｄ１２１．ｃｏｍ
（
３３）上海万得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中国（
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福山路３３号１１楼Ｂ座
办公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福山路３３号８楼
法定代表人：王廷富
客服热线：４００－８２１－０２０３
（
３４）上海联泰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中国（
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富特北路２７７号３层３１０室
办公地址：上海市长宁区福泉北路５１８号８座３层
法定代表人：燕斌
客服热线：４００－１６６－６７８８
公司网址：ｈｔｔｐ：／／ｗｗｗ．６６ｚｉｃｈａｎ．ｃｏｍ
（
３５）上海汇付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上海市黄浦区黄河路３３３号２０１室Ａ区０５６单元
办公地址：上海市宜山路７００号普天信息产业园２期Ｃ５栋汇付天下总部大楼２楼
法定代表人：金佶
客服热线：４００－８２１－３９９９
公司网址：ｗｗｗ．ｈｏｔｊｉｊｉｎ．ｃｏｍ
（
３６）上海基煜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上海市崇明县长兴镇路潘园公路１８００号２号楼６１５３室（
上海泰和经济发展区）
办公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银城中路４８８号太平金融大厦１５０３室
法定代表人：王翔
客服热线：４００－８２０－５３６９
公司网址：ｗｗｗ．ｊｉｙｕｆｕｎｄ．ｃｏｍ．ｃｎ
（
３７）上海陆金所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陆家嘴环路１３３３号１４楼０９单元
办公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陆家嘴环路１３３３号１４楼
法定代表人：王之光
客户服务电话：４００８２１９０３１
网址：ｗｗｗ．ｌｕｆｕｎｄｓ．ｃｏｍ
（
３８）大泰金石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南京市建邺区江东中路２２２号南京奥体中心现代五项馆２１０５室
办公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峨山路５０５号东方纯一大厦１５楼
法定代表人：姚杨
客服热线：０２１－２２２６７９４３
公司网址：ｈｔｔｐ：／／ｗｗｗ．ｄｔｆｏｒｔｕｎｅ．ｃｏｍ／
（
３９）珠海盈米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珠海市横琴区宝华路６号１０５室－３４９１
办公地址：广州市海珠区琶洲大道东１号保利国际广场南塔１２０１－１２０３室（
邮编：５１０３０８）
法定代表人：肖雯
客户服务电话：０２０－８９６２９０６６
网址：ｈｔｔｐ：／／ｗｗｗ．ｙｉｎｇｍｉ．ｃｎ／
（
４０）奕丰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深圳市前海深港合作区前湾一路１号Ａ栋２０１室（
入住深圳市前海商务秘书有限
公司）
办公地址：深圳市南山区海德三道航天科技广场Ａ座１７楼１７０４室
法定代表人：ＴＥＯＷＥＥＨＯＷＥ（
张伟豪）
客服热线：４００－６８４－０５００
公司网址：ｗｗｗ．ｉｆａｓｔｐｓ．ｃｏｍ．ｃｎ
（
上海）有限公司
４１）中民财富管理（
注册地址：上海市黄浦区中山南路１００号７层０５单元
办公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民生路１１９９弄证大五道口广场１号楼２７层
法定代表人：弭洪军
客服热线：４００－８７６－５７１６
公司网址：ｗｗｗ．ｃｍｉｗｍ．ｃｏｍ
（
４２）中信期货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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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办公地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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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定代表人：张皓
客户服务电话：４００－９９０－８８２６
网址：ｗｗｗ．ｃｉｔｉｃｓｆ．ｃｏｍ
（
４３）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中国（
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商城路６１８号
办公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银城中路１６８号上海银行大厦２９楼
法定代表人：杨德红
客户服务热线：９５５２１／４００８８８８６６６
公司网址：ｈｔｔｐ：／／ｗｗｗ．ｇｔｊａ．ｃｏｍ
（
４４）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安立路６６号４号楼
办公地址：北京市朝内大街１８８号
法定代表人：张佑君
客服电话：４００－８８８８－１０８
公司网址：ｗｗｗ．ｃｓｃ１０８．ｃｏｍ
（
４５）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深圳市罗湖区红岭中路１０１２号国信证券大厦十六层至二十六层
办公地址：深圳市罗湖区红岭中路１０１２号国信证券大厦十六层至二十六层
法定代表人：何如
客服电话：９５５３６
公司网址：ｗｗｗ．ｇｕｏｓｅｎ．ｃｏｍ．ｃｎ
（
４６）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深圳市福田区益田路江苏大厦Ａ座３８一４５层
办公地址：深圳市福田区益田路江苏大厦Ａ座３８一４５层
法定代表人：霍达
客服电话：９５５６５、４００８８８８１１１
公司网址：ｗｗｗ．ｎｅｗｏｎｅ．ｃｏｍ．ｃｎ
（
４７）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广州天河区天河北路１８３－１８７号大都会广场４３楼（
４３０１－４３１６房）
办公地址：广东省广州天河北路大都会广场５、１８、１９、３６、３８、３９、４１、４２、４３、４４楼
法定代表人：孙树明
客服电话：９５５７５或致电各地营业网点
公司网址：ｗｗｗ．ｇｆ．ｃｏｍ．ｃｎ
（
４８）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中心三路８号卓越时代广场（
二期）北座
办公地址：北京市朝阳区亮马桥路４８号中信证券大厦
法定代表人：张佑君
客服热线：９５５４８
公司网址：ｗｗｗ．ｃｓ．ｅｃｉｔｉｃ．ｃｏｍ
（
４９）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３５号２－６层
办公地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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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共炎
客服电话：４００８－８８８－８８８或９５５５１
公司网址：ｗｗｗ．ｃｈｉｎａｓｔｏｃｋ．ｃｏｍ．ｃｎ
（
５０）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上海市广东路６８９号
办公地址：上海市广东路６８９号
法定代表人：周杰
客服电话：０２１－２３２１９０００
公司网址：ｗｗｗ．ｈｔｓｅｃ．ｃｏｍ
（
５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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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办公地址：上海市徐汇区长乐路９８９号４５层（
邮编：２０００３１）
客服电话：９５５２３或４００８８９５５２３
公司网址：ｗｗｗ．ｓｗｈｙｓｃ．ｃｏｍ
联系人：黄莹
（
５２）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武汉市新华路特８号长江证券大厦
办公地址：武汉市新华路特８号长江证券大厦
法定代表人：尤习贵
客服电话：９５５７９或４００８－８８８－９９９
公司网址：ｗｗｗ．９５５７９．ｃｏｍ
（
５３）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深圳市福田区金田路４０１８号安联大厦３５层、２８层Ａ０２
办公地址：深圳市福田区金田路４０１８号安联大厦３５层、２８层Ａ０２
法定代表人：王连志
客服电话：９５５１７
公司网址：ｗｗｗ．ｅｓｓｅｎｃｅ．ｃｏｍ．ｃｎ
（
５４）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重庆市江北区桥北苑８号
办公地址：重庆市江北区桥北苑８号西南证券大厦
法定代表人：吴坚
客服热线：９５３５５、４００８０９６０９６
公司网址：ｗｗｗ．ｓｗｓｃ．ｃｏｍ．ｃｎ
（
５５）湘财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湖南省长沙市天心区湘府中路１９８号新南城商务中心Ａ栋１１楼
办公地址：湖南省长沙市天心区湘府中路１９８号新南城商务中心Ａ栋１１楼
法定代表人：孙永祥
客服电话：９５３５１
公司网址：ｗｗｗ．ｘｃｓｃ．ｃｏｍ
（
５６）万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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Ｆ座１８、１９层
办公地址：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珠江东路１１号高德置地广场Ｆ座１８、１９层
法定代表人：张建军
客服热线：４００８８８８１３３
公司网址：ｗｗｗ．ｗｌｚｑ．ｃｏｍ．ｃｎ
（
５７）渤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天津市经济技术开发区第二大街４２号写字楼１０１室
办公地址：天津市南开区宾水西道８号
法定代表人：王春峰
客服电话：４００－６５１５－９８８
公司网址：ｗｗｗ．ｅｗｗｗ．ｃｏｍ．ｃｎ
（
５８）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南京市江东中路２２８号
办公地址：南京市建邺区江东中路２２８号华泰证券广场
法定代表人：周易
客服电话：９５５９７
公司网址：ｗｗｗ．ｈｔｓｃ．ｃｏｍ．ｃｎ
（
山东）有限责任公司
５９）中信证券（
注册地址：青岛市崂山区深圳路２２２号１号楼２００１
办公地址：青岛市市南区东海西路２８号龙翔广场东座５层
法定代表人：姜晓林
客服电话：９５５４８
公司网址：ｗｗｗ．ｚｘｚｑｓｄ．ｃｏｍ．ｃｎ
（
６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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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办公地址：苏州工业园区星阳街５号
法定代表人：范力
客服电话：０５１２－３３３９６２８８９５５３０
公司网址：ｗｗｗ．ｄｗｚｑ．ｃｏｍ．ｃｎ
（
６１）信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闹市口大街９号院１号楼
办公地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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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客服电话：９５３２１
公司网址：ｗｗｗ．ｃｉｎｄａｓｃ．ｃｏｍ
（
６２）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上海市静安区新闸路１５０８号
办公地址：上海市静安区新闸路１５０８号
法定代表人：周健男
客服电话：９５５２５
公司网址：ｗｗｗ．ｅｂｓｃｎ．ｃｏｍ
（
６３）广州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广州市珠江西路５号广州国际金融中心主塔１９、２０楼
办公地址：广州市珠江西路５号广州国际金融中心主塔１９、２０楼
法定代表人：邱三发
客服电话：０２０－９６１３０３
公司网址：ｗｗｗ．ｇｚｓ．ｃｏｍ．ｃｎ
（
６４）南京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南京市江东中路３８９号
办公地址：南京市江东中路３８９号
法定代表人：步国旬
客服电话：９５３８６
公司网址：ｗｗｗ．ｎｊｚｑ．ｃｏｍ．ｃｎ
（
６５）上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上海市黄浦区四川中路２１３号７楼
办公地址：上海市黄浦区四川中路２１３号７楼
法定代表人：李俊杰
传真：０２１－５３６８６１００，０２１－５３６８６２００
网址：ｗｗｗ．ｓｈｚｑ．ｃｏｍ
（
６６）国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无锡市金融一街８号
办公地址：无锡市金融一街８号国联大厦
法定代表人：姚志勇
客服电话：９５５７０
公司网址：ｗｗｗ．ｇｌｓｃ．ｃｏｍ．ｃｎ
（
６７）平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深圳市福田中心区金田路４０３６号荣超大厦１６－２０层
办公地址：深圳市福田中心区金田路４０３６号荣超大厦１６－２０层（
５１８０４８）
法定代表人：谢永林
客服热线：９５５１１－８
公司网址：ｗｗｗ．ＰＩＮＧＡＮ．ｃｏｍ
（
６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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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办公地址：安徽省合肥市政务文化新区天鹅湖路１９８号
法定代表人：章宏韬
客服电话：９５３１８
公司网址：ｗｗｗ．ｈａｚｑ．ｃｏｍ
（
６９）国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广西桂林市辅星路１３号
办公地址：广西南宁市滨湖路４６号
法定代表人：何春梅
客服热线：９５５６３
公司网址：ｗｗｗ．ｇｈｚｑ．ｃｏｍ．ｃｎ
（
７０）财富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长沙市芙蓉中路二段８０号顺天国际财富中心２６楼
办公地址：湖南省长沙市芙蓉中路二段８０号顺天国际财富中心２６－２８楼
法定代表人：蔡一兵
客服电话：９５３１７
公司网址：ｗｗｗ．ｃｆｚｑ．ｃｏｍ
（
７１）东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江苏省常州延陵西路２３号投资广场１８层
办公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东方路１９２８号东海证券大厦
法定代表人：赵俊
客服电话：９５５３１；４００－８８８８－５８８
网址：ｗｗｗ．ｌｏｎｇｏｎｅ．ｃｏｍ．ｃｎ
（
７２）中银国际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银城中路２００号中银大厦３９Ｆ
办公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银城中路２００号中银大厦３９－４０Ｆ
法定代表人：许刚
客户服务电话：４００６２０８８８８
公司网址：ｗｗｗ．ｂｏｃｉｃｈｉｎａ．ｃｏｍ
（
７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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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办公地址：内蒙古呼和浩特市新城区东风路１１１号
法定代表人：鞠瑾
客服电话：０４７１－４９６１２５９
公司网址：ｗｗｗ．ｃｎｈｔ．ｃｏｍ．ｃｎ
（
西部）证券有限公司
７４）申万宏源（
注册地址：新疆乌鲁木齐市高新区（
新市区）北京南路３５８号大成国际大厦２０楼２００５室
办公地址：新疆乌鲁木齐市高新区（
新市区）北京南路３５８号大成国际大厦２０楼２００５室（
邮
编：８３０００２）
法定代表人：韩志谦
客户服务电话：４００－８００－０５６２
网址：ｗｗｗ．ｈｙｓｅｃ．ｃｏｍ
（
７５）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山东省济南市经七路８６号２３层
办公地址：山东省济南市经七路８６号２３层
法定代表人：李玮
客服电话：９５５３８
公司网址：ｗｗｗ．ｑｌｚｑ．ｃｏｍ．ｃｎ
（
７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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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办公地址：深圳市福田区深南大道４００１号时代金融中心１７层
法定代表人：王作义
客服电话：９５３７２
公司网址：ｗｗｗ．ｊｙｚｑ．ｃｏｍ．ｃｎ
（
７７）中航证券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江西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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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办公地址：北京市朝阳区望京东园四区２号中航资本大厦３５层
法定代表人：王晓峰
客服电话：９５３３５
公司网址：ｗｗｗ．ａｖｉｃｓｅｃ．ｃｏｍ
（
７８）华福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福州市五四路１５７号新天地大厦７、８层
办公地址：福州市五四路１５７号新天地大厦７层至１０层
法定代表人：黄金琳
客服电话：０５９１－９５５４７（
福建省外请先拨０５９１）
公司网址：ｗｗｗ．ｈｆｚｑ．ｃｏｍ．ｃｎ
（
７９）上海华信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世纪大道１００号环球金融中心９楼
办公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世纪大道１００号环球金融中心９楼
法定代表人：罗浩
客服热线：６８７７７８７７
公司网址：ｗｗｗ．ｃｆ－ｃｌｓａ．ｃｏｍ
（
８０）五矿证券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深圳市福田区金田路４０２８号荣超经贸中心４７层
办公地址：深圳市福田区金田路４０２８号荣超经贸中心４７－４９层
法定代表人：张永衡
客服热线：４００１８－４００２８
公司网址：ｗｗｗ．ｗｋｚｑ．ｃｏｍ．ｃｎ
（
８１）华鑫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深圳市福田区金田路４０１８号安联大厦２８层Ａ０１、Ｂ０１（
ｂ）单元
办公地址：上海市徐汇区宛平南路８号
法定代表人：俞洋
客户服务电话：９５３２３；４００１０９９９１８
公司网站：ｗｗｗ．ｃｆｓｃ．ｃｏｍ．ｃｎ
（
８２）中国中投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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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８－２１层及第０４层
０１、０２、０３、０５、１１、１２、１３、１５、１６、１８、１９、２０、２１、２２、２３单元
办公地址：深圳市福田区益田路６００３号荣超商务中心Ａ栋第４、１８层至２１层
法定代表人：龙增来
客服热线：４００６００８００８
公司网址：ｗｗｗ．ｃｈｉｎａ－ｉｎｖｓ．ｃｎ
（
８３）西藏东方财富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西藏自治区拉萨市柳梧新区国际总部城１０栋楼
办公地址：上海市徐汇区宛平南路８８号金座东方财富大厦
法定代表人：陈宏
客服热线：９５３５７
公司网址：ｈｔｔｐ：／／ｗｗｗ．１８．ｃｎ
（
８４）九州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青海省西宁市南川工业园区创业路１０８号
办公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安立路３０号仰山公园东一门２号楼
法定代表人：魏先锋
客服热线：９５３０５
公司网址：ｈｔｔｐ：／／ｗｗｗ．ｊｚｓｅｃ．ｃｏｍ
（
８５）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四川省成都市东城根上街９５号
办公地址：四川省成都市东城根上街９５号
法定代表人：冉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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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报告期末按债券品种分类的债券投资组合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债券。
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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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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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名资产支持证券投资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资产支持证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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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名贵金属投资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贵金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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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证投资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权证。
９、报告期末本基金投资的股指期货交易情况说明
９．１ 报告期末本基金投资的股指期货持仓和损益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股指期货。
９．２ 本基金投资股指期货的投资政策
本基金本报告期未投资股指期货。
１０、报告期末本基金投资的国债期货交易情况说明
１０．１ 本期国债期货投资政策
本基金本报告期未投资国债期货。
１０．２ 报告期末本基金投资的国债期货持仓和损益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国债期货。
１０．３ 本期国债期货投资评价
本基金本报告期未投资国债期货。
１１、投资组合报告附注
（
１）本基金投资的前十名证券的发行主体本期未出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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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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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３）其他资产构成
序号
名称
金额（
元）
１

客服热线：９５３１０
公司网址：ｗｗｗ．ｇｊｚｑ．ｃｏｍ．ｃｎ
（
８６）华宝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中国（
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世纪大道１００号５７层
办公地址：中国（
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世纪大道１００号５７层
法定代表人：陈林
客服电话：４００８２０９８９８
公司网址：ｗｗｗ．ｃｎｈｂｓｔｏｃｋ．ｃｏｍ
（
８７）长城国瑞证券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厦门市思明区莲前西路２号莲富大厦１７楼
办公地址：厦门市思明区深田路４６号深田国际大厦２０楼
法定代表人：王勇
客服热线：４００－００９９－８８６
公司网址：ｗｗｗ．ｇｗｇｓｃ．ｃｏｍ
（
８８）爱建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中国（
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世纪大道１６００号１幢３２楼
办公地址：中国（
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世纪大道１６００号１幢３２楼
法定代表人：祝健
客服电话：４００１９６２５０２
公司网址：ｗｗｗ．ａｊｚｑ．ｃｏｍ
（
８９）金惠家保险代理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阜成门外大街２号１９层Ａ２１０７
办公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阜成门外大街２号１９层Ａ２１０７
法定代表人：夏予柱
客服热线：４００－８５５７３３３
公司网址：ｗｗｗ．ｊｈｊｆｕｎｄ．ｃｏｍ
基金法》、《
运作办法》、《
销售办法》和基金合同等的规定，选择其他
３、基金管理人可根据《
符合要求的机构销售本基金，并及时履行公告义务。
（
二）注册登记机构：
名称：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北京西城区金融大街２７号投资广场２３层
法定代表人：金颖
办公地址：北京西城区金融大街２７号投资广场２３层
联系电话：０１０－５８５９８８５３
传真：０１０－５８５９８９０７
联系人：任瑞新
三）律师事务所和经办律师
（
名称：上海市通力律师事务所
住所：上海市银城中路６８号时代金融中心１９楼
办公地址：上海市银城中路６８号时代金融中心１９楼
负责人：俞卫锋
电话：０２１－３１３５８６６６
传真：０２１－３１３５８６００
联系人：陆奇
经办律师：黎明、陆奇
（
四）会计师事务所和经办注册会计师
名称：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
住所：北京市东城区东长安街１号东方广场安永大楼１７层
执行事务合伙人：毛鞍宁
电话：０１０－５８１５３０００
传真：０１０－８５１８８２９８
联系人：徐艳
经办注册会计师：徐艳、张亚旎
四、基金的名称
本基金名称：东吴沪深３００指数型证券投资基金
五、基金的类型
本基金类型：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六、基金的投资目标
本基金采用被动式投资策略，通过紧密跟踪标的指数，力争控制本基金的份额净值增长率
与业绩比较基准的收益率日均跟踪偏离度的绝对值不超过０．３５％，年跟踪误差不超过４％。
七、基金的投资方向
本基金的投资范围主要为具有良好流动性的金融工具，以沪深３００指数的成份股及其备选
成份股为主要投资对象。此外，为更好地实现投资目标，本基金也可少量投资于其他股票（
非标
的指数成分股及其备选成分股，包含中小板、创业板及其他经中国证监会核准发行的股票）、权
证、债券（
含国债、地方政府债、金融债、企业债、公司债、次级债、可转换债券、可交换债券、可分
离交易可转债、央行票据、短期融资券（
含超短期融资券）、中期票据等）、资产支持证券、债券回
购、银行存款、股指期货、货币市场工具及法律法规或中国证监会允许基金投资的其他金融工
具。
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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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将其纳入投资范围。
本基金投资于沪深３００指数成份股和备选成份股的资产比例不低于基金资产净值的９０％，
本基金每个交易日日终在扣除股指期货合约需缴纳的交易保证金后， 应保持不低于基金资产
净值５％的现金（
不包括结算备付金、存出保证金、应收申购款等）或到期日在一年以内的政府
债券。
八、基金的投资策略
１、本基金采用完全复制标的指数的方法，进行被动指数化投资。 股票投资组合的构建主要
按照标的指数的成份股组成及其权重来拟合复制标的指数， 并根据标的指数成份股及其权重
的变动而进行相应调整，以复制和跟踪标的指数。
由于标的指数编制方法调整、成份股及其权重发生变化（
包括配送股、增发、临时调入及调
出成份股等） 的原因， 或因基金的申购和赎回等对本基金跟踪标的指数的效果可能带来影响
时，或因某些特殊情况导致流动性不足时，或其他原因导致无法有效复制和跟踪标的指数时，
基金管理人可以对投资组合管理进行适当变通和调整，力求降低跟踪误差。
２、股票投资策略
（
１）股票投资组合的构建
本基金采用指数完全复制方法构建基金的股票投资组合， 即根据个股在标的指数中相应
的权重构建基金的指数化股票投资组合， 并根据标的指数成份股及其权重的变动进行相应的
调整。
（
２）股票投资组合的调整
本基金所构建的股票投资组合将根据沪深３００指数成份股及其权重的变动而进行相应调
整，本基金还将根据法律法规中的投资比例限制、申购赎回变动情况等，对其进行适时调整，以
保证基金净值增长率与基准指数间的高度正相关和跟踪误差最小化。
１）定期调整
根据标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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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定期调整
①当成份股发生配送股、增发、临时调入及调出成份股等情况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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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②根据本基金的申购和赎回情况，对股票投资组合进行调整，从而有效跟踪标的指数；
③根据法律法规和基金合同的规定， 成份股在标的指数中的权重因其他特殊原因发生相
应变化的，本基金可以对投资组合管理进行适当变通和调整，力求降低跟踪误差。
在正常市场情况下， 力争控制本基金的份额净值增长率与业绩比较基准的收益率日均跟
踪偏离度的绝对值不超过０．３５％，年跟踪误差不超过４％。 如因指数编制规则调整或其他因素导
致跟踪偏离度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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偏离度、跟踪误
差进一步扩大。
３、债券投资策略
本基金债券投资的目的是在保证基金资产流动性的基础上，降低跟踪误差。本基金将采用
宏观环境分析和微观市场定价分析两个方面进行债券资产的投资， 通过主要采取组合久期配
置策略，同时辅之以收益率曲线策略、骑乘策略、息差策略等积极投资策略构建债券投资组合。
４、股指期货投资策略
本基金以套期保值为目的，参与股指期货交易。本基金参与股指期货投资时机和数量的决
策建立在对证券市场总体行情的判断和组合风险收益分析的基础上。 基金管理人将根据宏观
经济因素、政策及法规因素和资本市场因素，结合定性和定量方法，确定投资时机。基金管理人
将结合股票投资的总体规模，以及中国证监会的相关限定和要求，确定参与股指期货交易的投
资比例。
基金管理人将充分考虑股指期货的收益性、流动性及风险性特征，运用股指期货对冲系统
性风险、对冲特殊情况下的流动性风险，如大额申购赎回等；利用金融衍生品的杠杆作用，以达
到降低投资组合的整体风险的目的。
若相关法律法规发生变化时，基金管理人股指期货投资管理从其最新规定，以符合上述法
律法规和监管要求的变化。
５、资产支持证券投资策略
本基金管理人通过考量宏观经济形势、提前偿还率、违约率、资产池结构以及资产池资产
所在行业景气情况等因素，预判资产池未来现金流变动；研究标的证券发行条款，预测提前偿
还率变化对标的证券平均久期及收益率曲线的影响， 同时密切关注流动性变化对标的证券收
益率的影响，在严格控制信用风险暴露程度的前提下，通过信用研究和流动性管理，选择风险
调整后收益较高的品种进行投资。
６、权证投资策略
权证为本基金辅助性投资工具，本基金可以主动投资于权证，其投资原则为有利于加强基
金风险控制，有利于基金资产增值。 本基金将对权证标的证券的基本面进行研究，综合考虑权
证定价模型、市场供求关系、交易制度等多种因素，对权证进行定价。
７、可转换债券／可交换债券投资策略
可转换债券／可交换债券兼具权益类证券与固定收益类证券的特性， 具有抵御下行风险、
分享股票价格上涨收益的特点。本基金将选择公司基本素质优良、其对应的基础证券有着较高
上涨潜力的可转换券／可交换债券进行申购投资，并采用期权定价模型等数量化估值工具评定
其投资价值，制定相应的申购和择时卖出策略。
九、基金的业绩比较基准
本基金业绩比较基准为：沪深３００指数收益率×９５％＋银行活期存款利率（
税后）×５％。
十、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
本基金为股票型基金，属于较高预期风险、较高预期收益的证券投资基金品种，其预期风
险与预期收益高于混合型基金、债券型基金与货币市场基金。
本基金为指数型基金，采用完全复制策略，跟踪标的指数市场表现，是股票型基金中处于
中等风险水平的基金产品。
十一、基金的投资组合报告
东吴沪深３００指数型证券投资基金（
以下简称“
本基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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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基金的托管人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根据本基金合同规定，于２０１９年７月１５日复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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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经审计）。
本投资组合报告所载数据截至２０１９年６月３０日（
１、报告期末基金资产组合情况
序号
项目
金额（
元）
占基金总资产的比例（
％）
１ 权益投资
６，９８４，４２０．０２
９２．４３
其中：股票
６，９８４，４２０．０２
９２．４３
２ 基金投资
－
－
－
－
３ 固定收益投资
其中：债券
－
－
资产支持证券
－
－
－
－
４ 贵金属投资
５ 金融衍生品投资
－
－
６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
－
其中：买断式回购的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
－
７ 银行存款和结算备付金合计
５３０，１３４．２２
７．０２
８ 其他资产
４２，０３８．２１
０．５６
９ 合计
７，５５６，５９２．４５
１００．００
２、报告期末按行业分类的股票投资组合
２．１报告期末指数投资按行业分类的境内股票投资组合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
代码
行业类别
公允价值（
元）
（
％）
农、林、牧、渔业
Ａ
１０５，７６５．５９
１．４４
采矿业
２３４，０４０．０４
３．１８
Ｂ
制造业
Ｃ
２，８６３，２３４．８０
３８．８９
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
Ｄ
９５，０３２．３０
１．２９
建筑业
Ｅ
１３８，６３８．０８
１．８８
批发和零售业
９８，１１４．４９
１．３３
Ｆ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Ｇ
２２３，８３５．５８
３．０４
住宿和餐饮业
Ｈ
－
－
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Ｉ
２６４，１９３．８９
３．５９
金融业
Ｊ
２，４３５，０８０．１６
３３．０７
房地产业
Ｋ
３２７，２０２．６８
４．４４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Ｌ
１０４，８０４．６６
１．４２
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
５，７２０．８８
０．０８
Ｍ
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
Ｎ
８，５６１．２１
０．１２
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
Ｏ
－
－
教育
Ｐ
－
－
卫生和社会工作
Ｑ
３５，７６５．６１
０．４９
文化、体育和娱乐业
Ｒ
３５，５１７．４７
０．４８
综合
Ｓ
－
－
合计
６，９７５，５０７．４４
９４．７４
２．２报告期末积极投资按行业分类的境内股票投资组合
代码
行业类别
公允价值（
元）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
％）
农、林、牧、渔业
Ａ
－
－
采矿业
Ｂ
－
－
制造业
Ｃ
８，９１２．５８
０．１２
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
Ｄ
－
－
业
建筑业
－
－
Ｅ
批发和零售业
Ｆ
－
－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
－
Ｇ
住宿和餐饮业
Ｈ
－
－
信息传输、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Ｉ
－
－
业
金融业
－
－
房地产业
－
－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
－
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
－
－
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
－
－
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
－
－
教育
－
－
卫生和社会工作
－
－
文化、体育和娱乐业
－
－
综合
－
－
合计
８，９１２．５８
０．１２
２．３报告期末按行业分类的港股通投资股票投资组合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港股通股票。
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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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明细
３．１ 报告期末指数投资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十名股票投资明细
序号 股票代码 股票名称
数量（
股）
公允价值（
元）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
％）
Ｊ
Ｋ
Ｌ
Ｍ
Ｎ
Ｏ
Ｐ
Ｑ
Ｒ
Ｓ

１

６０１３１８

中国平安

６，１９３

５４８，７６１．７３

７．４５

２

６００５１９

贵州茅台

２９８

２９３，２３２．００

３．９８

３

６０００３６

招商银行

６，０００

２１５，８８０．００

２．９３

４

６０１１６６

兴业银行

８，４７８

１５５，０６２．６２

２．１１

５

０００６５１

格力电器

２，８０２

１５４，１１０．００

２．０９

６

０００３３３

美的集团

２，７０６

１４０，３３３．１６

１．９１

７

０００８５８

五粮液

１，１６２

１３７，０５７．９０

１．８６

８

６００２７６

恒瑞医药

１，８９５

１２５，０７０．００

１．７０

９

６００８８７

伊利股份

３，５９０

１１９，９４１．９０

１．６３

１０

６０００３０

中信证券

４，５９０

１０９，２８７．９０

１．４８

１

存出保证金

７９６．３４

２

应收证券清算款

３

应收股利

－

４

应收利息

９９．６８

５

应收申购款

２２，９４３．９７

６

其他应收款

－

７

待摊费用

－

８

其他

－

１８，１９８．２２

合计
９
４２，０３８．２１
（
４）报告期末持有的处于转股期的可转换债券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处于转股期的可转换债券。
（
５）报告期末前十名股票中存在流通受限情况的说明
１．报告期末指数投资前十名股票中存在流通受限情况的说明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指数投资前十名股票中不存在流通受限情况。
２．报告期末积极投资前五名股票中存在流通受限情况的说明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积极投资前五名股票中不存在流通受限情况。
（
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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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项之和与合计项之间可能存在尾差。
十二、基金的业绩
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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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的过往业绩并不代表其未来表现。投资有风险，投资者在作出投
资决策前应仔细阅读本基金的招募说明书。
一、东吴沪深３００指数型证券投资基金历史时间段净值增长率与同期业绩比较基准收益率
比较
１、东吴沪深３００Ａ
净值增长 业绩比较 业绩比较基准
净值增长
阶段
率标准差 基准收益 收益率标准差％ ①－③
②－④
率①
率③
②
④
２０１８．０７．１１
２０１８．１２．３１

－

２０１９．０１．０１
２０１９．０６．３０

－

２０１８．０７．１１
２０１９．０６．３０
２、东吴沪深３００Ｃ

－

－１４．６６％

１．４３％

－１２．５１％

１．４１％

－２．１５％

０．０２％

２４．３０％

１．４８％

２５．７２％

１．４７％

－１．４２％

０．０１％

６．０８％

１．４６％

９．８３％

１．４５％

－３．７５％

０．０１％

净值增长 业绩比较 业绩比较基准
净值增长
率标准差 基准收益 收益率标准差％
率①
率③
②
④

阶段
２０１８．０７．１１
２０１８．１２．３１

－

２０１９．０１．０１
２０１９．０６．３０

－

①－③

②－④

－１４．６６％

１．４３％

－１２．５１％

１．４１％

－２．１５％

０．０２％

２４．３０％

１．４８％

２５．７２％

１．４７％

－１．４２％

０．０１％

２０１８．０７．１１
－
６．０８％
１．４６％
９．８３％
１．４５％
－３．７５％ ０．０１％
２０１９．０６．３０
注：１、业绩比较基准＝沪深３００指数收益率×９５％＋银行活期存款利率（
税后）×５％；
２、东吴沪深３００指数型证券投资基金由东吴深证１００指数增强型证券投资基金（
ＬＯＦ）变更
即基金合同生效日）。 截至本报告期末已完成建仓，建仓期结
而来，变更日期为２０１８年７月１１日（
束时本基金各项资产配置比例符合合同规定。
二、东吴沪深３００指数型证券投资基金累计净值增长率历史走势图
自基金合同生效以来基金累计净值增长率变动及其与同期业绩比较基准收益率变动的比
较
（
２０１８年７月１１日至２０１９年６月３０日）

注：１、业绩比较基准＝沪深３００指数收益率×９５％＋银行活期存款利率（
税后）×５％；
２、东吴沪深３００指数型证券投资基金由东吴深证１００指数增强型证券投资基金（
ＬＯＦ）变更
而来，变更日期为２０１８年７月１１日（
即基金合同生效日）。 截至本报告期末已完成建仓，建仓期结
束时本基金各项资产配置比例符合合同规定。
十三、费用概览
（
一）基金运作相关费用
１、基金管理人的管理费
本基金的管理费按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的０．５％年费率计提。 管理费的计算方法如下：
Ｈ＝Ｅ×０．５％÷当年天数
Ｈ为每日应计提的基金管理费
Ｅ为前一日的基金资产净值
基金管理费每日计提，逐日累计至每月月末，按月支付，由基金管理人向基金托管人发送
基金管理费划款指令，基金托管人复核后于次月前５个工作日内从基金财产中一次性支付给基
金管理人。 若遇法定节假日、公休假等，支付日期顺延。
２、基金托管人的托管费
本基金的托管费按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的０．１％年费率计提。 托管费的计算方法如下：
Ｈ＝Ｅ×０．１％÷当年天数
Ｈ为每日应计提的基金托管费
Ｅ为前一日的基金资产净值
基金托管费每日计提，逐日累计至每月月末，按月支付，由基金管理人向基金托管人发送
基金托管费划款指令，基金托管人复核后于次月前５个工作日内从基金财产中一次性支取。 若
遇法定节假日、公休日等，支付日期顺延。
３、Ｃ类基金份额的销售服务费
本基金Ａ类基金份额不收取销售服务费，Ｃ类基金份额的销售服务费按前一日Ｃ类基金份
额的基金资产净值０．２％年费率计提。 销售服务费的计算方法如下：
Ｈ＝Ｅ×０．２％÷当年天数
Ｈ为Ｃ类基金份额每日应计提的销售服务费
Ｅ为Ｃ类基金份额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
基金销售服务费每日计算，逐日累计至每月月末，按月支付，由基金管理人向基金托管人
发送基金销售服务费划款指令，基金托管人复核后于次月前５个工作日内从基金财产中一次性
支付给基金管理人，由基金管理人支付给销售机构。 若遇法定节假日、公休日等，支付日期顺
延。
基金合同》生效后的标的指数许可使用费
４、《
本基金指数许可使用费分为许可使用固定费和许可使用基点费， 其中许可使用基点费由
基金财产承担。
本基金指数许可使用基点费按前一日的基金资产净值的万分之二（
２个基点）的年费率计
提。 计算方法如下：
Ｈ＝Ｅ×０．０２％÷当年天数
Ｈ为每日应计提的指数许可使用基点费
Ｅ为前一日的基金资产净值
指数许可使用基点费每日计提，逐日累计，按季支付。 自基金合同生效日起， 基金管理人、
基金托管人和指数供应商核对一致后，于每年１月、４月、７月、１０月的前１０个工作日内，按照确认
的金额和指定的账户路径将上一季度的指数许可使用基点费从基金财产中一次性支取。 若遇
法定节假日、公休日等，支付日期顺延。
许可使用基点费的收取下限为每季度人民币５万元，计费期间不足一季度的，根据实际天
数按比例计算。
基金管理人可根据指数使用许可协议，对上述计提方式进行合理变更并公告。标的指数供
应商根据相应指数许可协议变更上述标的指数许可使用基点费费率和计费方式， 基金管理人
必须依照有关规定最迟于新的费率和计费方式实施日前２日在指定媒介上刊登公告。
基金合同》生效后与基金相关的信息披露费用；
５、《
基金合同》生效后与基金相关的会计师费、律师费、仲裁费和诉讼费；
６、《
７、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费用；
８、基金的证券／期货交易费用；
９、基金的银行汇划费用；
１０、基金账户开户费用、账户维护费用；
１１、基金财产投资运营过程中的增值税；
基金合同》约定，可以在基金财产中列支的其他费用。
１２、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和《
上述第５－１１项费用，根据有关法规及相应协议规定，按费用实际支出金额列入当期费用，
由基金托管人从基金财产中支付。
（
二）基金销售相关费用
１、申购费
本基金Ａ类基金份额在申购时收取申购费用，Ｃ类基金份额不收取申购费用， 但从本类别
基金资产中计提销售服务费。 Ａ类基金份额申购费用由申购Ａ类基金份额的投资人承担，不列
入基金财产。
本基金Ａ类基金份额的申购费率如下：
申购金额Ｍ（
含申购费）
申购费率
Ｍ〈
５０万

１．２０％

５０万≤Ｍ〈
２００万

０．８０％

２００万≤Ｍ〈
５００万

０．４０％

Ｍ≥５００万

１０００元／笔

２、赎回费
赎回费用由赎回基金份额的基金份额持有人承担， 在基金份额持有人赎回基金份额时收
取。 基金管理人可以在不违反法律法规的情形下，确定赎回费用归入基金财产的比例，未计入
基金财产的部分用于支付登记费和其他必要的手续费。
（
１）本基金Ａ类份额的赎回费率如下：
持有时间Ｔ
赎回费率
Ｔ〈
７日

１．５０％

７日≤Ｔ〈
３０日

０．７５％

１８０日
３０日≤Ｔ〈

０．５０％

Ｔ≥１８０日
０
对持续持有期少于７日的投资人收取的赎回费将全额计入基金财产；对持续持有期不少于
７日的投资人收取的赎回费总额的２５％计入基金财产，未计入基金财产的赎回费用于支付登记
费和其他必要的手续费。
（
２）本基金Ｃ类份额的赎回费率如下：
持有时间Ｔ
赎回费率
Ｔ〈
７日

１．５０％

７日≤Ｔ〈
３０日

０．５０％

０
Ｔ≥３０日
对持续持有期少于７日的投资人收取的赎回费将全额计入基金财产；对持续持有期不少于
７日的投资人收取的赎回费总额的２５％计入基金财产，未计入基金财产的赎回费用于支付登记
费和其他必要的手续费。
３、基金管理人可以在基金合同约定的范围内调整费率或收费方式，并最迟应于新的费率
或收费方式实施日前依照《
信息披露办法》的有关规定在指定媒介上公告。
４、基金管理人可以在不违反法律法规规定及基金合同约定的情形下根据市场情况制定基
金促销计划。 在基金促销活动期间，按相关监管部门要求履行必要手续后，基金管理人可以适
当调低申购费率、赎回费率。
５、当发生大额申购赎回情形时，基金管理人可以采用摆动定价机制，以确保基金估值的公
平性。 具体处理原则与操作规范遵循相关法律法规以及监管部门、自律规则的规定。 （
三）基金
税收
本基金运作过程中涉及的各纳税主体，其纳税义务按国家税收法律、法规执行。
十四、对招募说明书更新部分的说明
本招募说明书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
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
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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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开募集开放式
证券投资基金流动性风险管理规定》及其它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本基金管理人对本基金原招
募说明书进行了更新， 并根据本基金管理人在本基金合同生效后对本基金实施的投资经营活
动进行了内容补充和更新，主要更新的内容如下：
重要提示”中，对相关内容进行了更新。
１、在“
第三部分 基金管理人”中，对相关内容进行了更新。
２、在“
第四部分 基金托管人”中，对相关内容进行了更新。
３、在“
第五部分 相关服务机构”中，对相关内容进行了更新。
４、在“
第九部分 基金的投资”中，对相关内容进行了更新。
５、在“
第十部分 基金的业绩”中，对相关内容进行了更新。
６、在“
第二十一部分 其他应披露事项”中，更新了其他披露事项。
７、在“
十五、签署日期
本基金更新招募说明书于２０１９年８月２３日签署。
东吴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零一九年八月二十三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