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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家双引擎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更新招募说明书摘要
（
２０１９年第２号）

重要提示
万家双引擎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经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
２００８］３１６号文核准募集，于
２００８年６月２７日生效。 ２０１５年５月２５日万家双引擎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份额持有人大
会以通讯方式召开，大会审议并通过《
关于修改万家双引擎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
有关事项的议案》，内容包括万家双引擎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修改基金投资比例、收益分
配方式、及基金合同其他内容修订等事项。 自持有人大会决议生效之日起，旧版《
万家双引擎灵活配
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 失效且新版 《
万家双引擎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
同》同时生效。
公开募集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流动性风险管理
２０１８年３月２４日，基金管理人按照中国证监会《
规定》（
〔
２０１７〕１２号） 的要求对基金合同的部分内容进行了修订， 修订后的法律文件自 ２０１８ 年 ３
月 ３１ 日起正式生效。
本基金管理人保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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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案，但中
国证监会对本基金募集的备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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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基金管理人承诺依照恪尽职守、诚实信用、谨慎勤勉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财产，基金管理
人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本基金投资于证券市场，基金净值会因证券市场波动等因素产生波动。 投资者拟申购基金时应
认真阅读本招募说明书，全面认识基金产品的风险收益特征，充分考虑投资者自身风险承受能力，
并对于申购基金的意愿、时机、数量等投资行为作出独立决策。 投资者在获得投资收益的同时亦承
担基金投资中出现的各类风险，包括：因整体政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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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基金的特定风险等等。 本基金为
灵活配置混合型基金，本基金股票资产占基金资产净值的０％一９５％，通过定量分析与定性分析相结
合，灵活配置股票、债券资产比例。 在实际操作过程中，本基金资产配置中股票投资比例可能与股票
市场表现存在差异，在牛市中股票投资比例较低或者在熊市中股票投资比例较高，从而可能使本基
金收益率落后基金业绩比较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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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基金管理人及其所管理基金的过往业绩并不预示本基金未来表现。 本招募说明书（
更新）所
财务数据未经
载内容截止日为２０１９年９月９日，有关财务数据和净值表现截止日为２０１９年３月３１日（
审计）。
第一部分 基金管理人
一、基金管理人概况
名称：万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浦电路３６０号８层（
名义楼层９层）
住所：中国（
办公地址：中国（
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浦电路３６０号８层（
名义楼层９层）
法定代表人：方一天
总经理：经晓云
成立日期：２００２年８月２３日
批准设立机关及批准设立文号：中国证监会证监基金字【
２００２】４４号
经营范围：基金募集、基金销售、资产管理和中国证监会许可的其他业务
组织形式：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１亿元人民币
存续期间：持续经营
联系人：兰剑
电话：０２１－３８９０９６２６
传真：０２１－３８９０９６２７
二、主要人员情况
１、基金管理人董事会成员
董事长方一天先生，中共党员，大学本科，学士学位，先后在上海财政证券公司、中国证监会系
统、 上证所信息网络有限公司任职，２０１４年１０月加入万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２０１４年１２月起任公司
董事，２０１５年２月至２０１６年７月任公司总经理，２０１５年７月起任公司董事长。
董事马永春先生，政治经济学硕士学位，曾任新疆自治区党委政策研究室科长，新疆通宝投资
有限公司总经理，新疆对外经贸集团总经理，新疆天山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新疆国际实业股份有限
公司副董事长兼总经理。 现为新疆国际实业股份有限公司高级顾问。
董事袁西存先生，中共党员，研究生，工商管理学硕士，曾任莱钢集团财务部科长，副部长，中泰
证券股份有限责任公司计划财务部总经理，现任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财务总监。
董事经晓云女士，中国民主建国会会员，研究生，工商管理学硕士，曾任上海财政证券公司市场
管理部经理，上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经纪管理总部副总经理、总经理，上投摩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 ２０１６年７月加入万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２０１６年７月起任公司董事、公司总经理。
独立董事黄磊先生，中国民主建国会成员，经济学博士，教授，曾任贵州财经学院财政金融系教
师、山东财经大学金融学院院长、山东省政协常委，现任山东财经大学资本市场研究中心主任、山东
金融产业优化与区域管理协同创新中心副主任、山东省人大常委、山东省人大财经委员会委员、教
育部高校金融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
独立董事张伏波先生，经济学博士，曾任上海申佳船厂科员、浙江省经济建设投资公司副经理、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总裁助理、兴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上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副
集团）有限公司董事局
总经理、海证期货有限公司董事长、亚太资源有限公司董事，现任玖源化工（
副主席。
独立董事朱小能先生，中共党员，哲学博士，教授。 曾任华东理工大学商学院讲师、中央财经大
学中国金融发展研究院硕士生导师、副教授、博士生导师，上海财经大学金融学院副教授、博士生导
师，现任上海财经大学金融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独立董事武辉女士，农工党员，会计学博士，曾任潍坊市第二职业中专讲师，现任山东财经大学
教授。
２、基金管理人监事会成员
监事会主席丁治平先生，工商管理硕士，ＥＭＢＡ，高级工程师，曾任职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统计
局、中国银行新疆分行，新疆对外经济贸易（
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 现任新疆国际实业股份有
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
监事苏海静女士，大学本科，学士学位，先后任职于荣成飞利浦电子有限公司、山东永锋贸易有
限公司、山东莱钢永锋钢铁有限公司。 ２００７年７月起加入永锋集团有限公司，现任永锋集团有限公司
资金中心副主任。
监事尹丽曼女士，中共党员，硕士，先后任职于申银万国期货有限公司、东海期货有限责任公
司、万家共赢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７年４月起加入本公司，现任公司机构业务部副总监。
监事卢涛先生，博士，先后任职于上海证券交易所、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５年６ 月起加
入万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现任公司产品开发部总监、组合投资部副总监。
监事路晓静女士，中共党员，硕士，先后任职于旺旺集团、长江期货有限公司。 ２０１５年 ５ 月起加
入万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现任公司合规稽核部总监助理。
３、基金管理人高级管理人员
董事长：方一天先生（
简介请参见基金管理人董事会成员）
总经理：经晓云女士（
简介请参见基金管理人董事会成员）
副总经理：李杰先生，硕士研究生。 １９９４年至２００３年任职于国泰君安证券，从事行政管理、机构
客户开发等工作；２００３年至２００７年任职于兴安证券， 从事营销管理工作；２００７年至２０１１年任职于齐
鲁证券，任营业部高级经理、总经理等职。 ２０１１年加入万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曾任综合管理部总
监、总经理助理，２０１３年４月起任公司副总经理。
督察长：兰剑先生，中国民盟盟员，法学硕士，律师、注册会计师，曾在江苏淮安知源律师事务
所、上海和华利盛律师事务所从事律师工作，２００５年１０月进入万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工作，２０１５年４
月起任公司督察长。
副总经理：黄海先生，硕士研究生。 先后在上海德锦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上海申银万国证券研究
所有限公司、华宝信托有限责任公司、中银国际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工作，历任项目经理、研究员、投
资经理、投资总监等职务。 ２０１５年４月进入万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任投资总监职务，负责公司投资管
理工作，２０１７年４月任公司副总经理。
副总经理：沈芳女士，经济学博士。 历任东亚银行上海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
司资产管理部高级经理，长江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大客户部副总经理（
主持工作），汇添富基金管
理有限公司战略发展部总监，华融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筹备组副组长、拟任公司副总经理，中保保险
资产登记交易系统有限公司运营管理委员会副主任等职。 ２０１８年７月加入万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工
作，２０１８年１０月起任公司副总经理。
副总经理：满黎先生，硕士学位，曾任金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国联安基金管理有限公
司副总经理、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高级董事总经理等职务。 ２０１９年６月加入万家基金管理有限公
司工作，２０１９年７月起任公司副总经理。
首席信息官：陈广益先生，中共党员，硕士学位，曾任职兴全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运作保障部，
２００５年３月加入本公司，曾任运作保障部副总监，现任公司公司首席信息官，分管信息技术、基金运
营、交易等业务。
４、本基金基金经理简历
叶勇，中国政法大学法学本科。 ２０１５年３月加入万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先后担任股权投资部副
总监、权益投资二部总监、投资经理等职。 现任万家双引擎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经理。
历任基金经理：
欧庆铃，自本基金成立时至２００９年８月任本基金基金经理。
鞠英利，自２００９年３月至２０１０年７月任本基金基金经理。
吴印，自２０１０年７月至２０１３年８月任本基金基金经理。
朱颖，自２０１２年２月至２０１５年２月任本基金基金经理。
华光磊，自２０１３年８月至２０１５年５月任本基金基金经理。
高翰昆，自２０１５年５月至２０１８年８月任本基金基金经理。
陈佳昀，自２０１８年８月至２０１９年９月任本基金基金经理。
５、投资决策委员会成员
主 任：方一天
副主任：黄海
委 员：莫海波、乔亮、李弢、苏谋东、徐朝贞、陈旭、李文宾、高源、黄兴亮
方一天先生，董事长。
黄海先生，副总经理、投资总监。
莫海波先生，总经理助理、投资研究部总监、基金经理。
乔亮先生，总经理助理。
李弢先生，总经理助理、专户业务部总监。
苏谋东先生，固定收益部总监，基金经理。
徐朝贞先生，国际业务部总监，组合投资部总监，基金经理。
陈旭先生，量化投资部副总监，基金经理。
李文宾先生，基金经理。
高源女士，基金经理。
黄兴亮先生，基金经理。
（
２）固定收益投资决策委员会
主 任：方一天
委 员：陈广益、莫海波、李弢、苏谋东、尹诚庸、侯慧娣
方一天先生，董事长。
陈广益先生，首席信息官。
莫海波先生，总经理助理、投资研究部总监、基金经理。
李弢先生，总经理助理、专户业务部总监。
苏谋东先生，固定收益部总监，基金经理。
尹诚庸先生，固定收益部总监助理，基金经理。
侯慧娣女士，现金管理部副总监，基金经理。
６、上述人员之间不存在近亲属关系
第二部分 基金托管人
一、基金托管人概况
（
一）基本情况
简称：兴业银行）
名称：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福建省福州市湖东路１５４号
办公地址：上海市银城路１６７号
法定代表人：高建平
成立时间： １９８８年８月２２日
组织形式：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 ２０７．７４亿元人民币
存续期间：持续经营
基金托管业务批准文号：中国证监会证监基金字〔
２００５〕７４号
联系人：刘峰
电话：０２１－６２１５９２１７
（
二）主要人员情况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总行设资产托管部，下设综合处、运行管理处、稽核监察处、产品管理
处、市场处、委托资产管理处、企业年金中心等处室，共有员工１００余人，业务岗位人员均具有基金从
业资格。
三）基金托管业务经营情况
（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于２００５年４月２６日取得基金托管资格。 基金托管业务批准文号：证监基
金字［
２００５］７４号。 截至２０１８年１２月３１日，兴业银行共托管证券投资基金２４８只，托管基金的基金资产
净值合计８９６４．３８亿元，基金份额合计８９２３．８６亿份
第三部分 相关服务机构
一、本基金销售机构
（
一）直销机构
本基金直销机构为万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及本公司的网上交易平台。
住所：中国（
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浦电路３６０号８层（
名义楼层９层）
办公地址：中国（
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浦电路３６０号８层（
名义楼层９层）
法定代表人：方一天
联系人：亓翡
电话：（
０２１）３８９０９７７７
传真：（
０２１）３８９０９７９８
客户服务热线：４００－８８８－０８００；９５５３８转６
网址：ｈｔｔｐ：／／ｗｗｗ．ｗｊａｓｓｅｔ．ｃｏｍ／
投资人可以通过本公司网上交易系统办理本基金的开户、认购、申购及赎回等业务，具体交易
细则请参阅本公司网站公告。
网上交易网址：ｈｔｔｐｓ：／／ｔｒａｄｅ．ｗｊａｓｓｅｔ．ｃｏｍ／
（
二）场外代销机构
１）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０１０－６５０５１１６６
网址：ｗｗｗ．ｃｉｃｃ．ｃｏｍ．ｃｎ
２）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９５５３３
网址： ｗｗｗ．ｃｃｂ．ｃｏｍ
３）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９５５５９
网址：ｗｗｗ．ｂａｎｋｃｏｍ．ｃｏｍ
４）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９５５９９（
或拨打各城市营业网点咨询电话）
网址：ｗｗｗ．ａｂｃｈｉｎａ．ｃｏｍ

序号

基金管理人：万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二零一九年九月
５）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９５５５５
网址：ｗｗｗ．ｃｍｂｃｈｉｎａ．ｃｏｍ
６）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９５５５８
网址：ｂａｎｋ．ｅｃｉｔｉｃ．ｃｏｍ
７）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９５５６１
网址： ｗｗｗ．ｃｉｂ．ｃｏｍ．ｃｎ
８）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９５５１１－３
网址： ｂａｎｋ．ｐｉｎｇａｎ．ｃｏｍ
９）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９５５８０
网址：ｗｗｗ．ｐｓｂｃ．ｃｏｍ
１０）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９５５７７
网址：ｗｗｗ．ｈｘｂ．ｃｏｍ．ｃｎ
１１）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９５５６６
网址：ｗｗｗ．ｂｏｃ．ｃｎ
１２）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９５５８８
网址：ｗｗｗ．ｉｃｂｃ．ｃｏｍ．ｃｎ
１３）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９５５６８
网址：ｗｗｗ．ｃｍｂｃ．ｃｏｍ．ｃｎ
１４）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９５５２８
网址：ｗｗｗ．ｓｐｄｂ．ｃｏｍ．ｃｎ
１５）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９５５０３
网址：ｗｗｗ．ｄｆｚｑ．ｃｏｍ．ｃｎ
１６）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９５５７５
网址：ｗｗｗ．ｇｆ．ｃｏｍ．ｃｎ
１７）民生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４００－６１９－８８８８
网址：ｗｗｗ．ｍｓｚｑ．ｃｏｍ
１８）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４００－８０９－６０９６
网址；ｗｗｗ．ｓｗｓｃ．ｃｏｍ．ｃｎ
１９）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９５５９７
网址：ｗｗｗ．ｈｔｓｃ．ｃｏｍ．ｃｎ
２０）华宝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４００８２０９８９８、０２１－３８９２９９０８
公司网站： ｗｗｗ．ｃｎｈｂｓｔｏｃｋ．ｃｏｍ
２１）国融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９５３８５
网址： ｗｗｗ．ｇｒｚｑ．ｃｏｍ
２２）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４００－８８８－８７８８，１０１０８９９８，９５５２５
网址：ｗｗｗ．ｅｂｓｃｎ．ｃｏｍ
２３）申万宏源西部证券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４００－８００－０５６２
网址：ｗｗｗ．ｈｙｓｅｃ．ｃｏｍ
２４）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９５５３８
网址：ｗｗｗ．ｚｔｓ．ｃｏｍ．ｃｎ
２５）上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４００－８９１－８９１８，０２１－９６２５１８
网址：ｗｗｗ．９６２５１８．ｃｏｍ
２６）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４００－８８８－８６６６
网址：ｗｗｗ．ｇｔｊａ．ｃｏｍ
２７）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４００８６０１５５５
网址：ｗｗｗ．ｄｗｚｑ．ｃｏｍ．ｃｎ
２８）信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４００－８００－８８９９
网址：ｗｗｗ．ｃｉｎｄａｓｃ．ｃｏｍ
２９）天相投资顾问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０１０－６６０４５５６６
公司网站： ｗｗｗ．ｔｘｓｅｃ．ｃｏｍ
３０）五矿证券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４００－１８４－００２８
网址：ｗｋｚｑ．ｃｏｍ．ｃｎ
３１）山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４００－６６６－１６１８
网址：ｗｗｗ．ｓｘｚｑ．ｃｏｍ
３２）申万宏源证券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９５５２３或４００８８９５５２３
网址：ｗｗｗ．ｓｗｈｙｓｃ．ｃｏｍ
３３）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９５５５３或拨打各城市营业网点咨询电话
公司网址：ｗｗｗ．ｈｔｓｅｃ．ｃｏｍ
３４）中银国际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４００６２０８８８８
网址： ｗｗｗ．ｂｏｃｉｃｈｉｎａ．ｃｏｍ
３５）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４００－８８８－８８８８
网址：ｗｗｗ．ｃｈｉｎａｓｔｏｃｋ．ｃｏｍ．ｃｎ
３６）江海证券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热线：４００－６６６－２２８８
网址：ｗｗｗ．ｊｈｚｑ．ｃｏｍ．ｃｎ
３７）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９５５５８
网址：ｗｗｗ．ｃｓ．ｅｃｉｔｉｃ．ｃｏｍ
山东）有限责任公司
３８）中信证券（
客服电话：９６５７７
网址：ｗｗｗ．ｚｘｗｔ．ｃｏｍ．ｃｎ
３９）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９５５９５
网址：ｗｗｗ．ｃｅｂｂａｎｋ．ｃｏｍ
４０）爱建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８－８８８－２２８
公司网站： ｗｗｗ．ｊｙｚｑ．ｃｎ
４１）华福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联系电话：０５９１－８７３８３６００
网址：ｗｗｗ．ｇｆｈｆｚｑ．ｃｏｍ．ｃｎ
４２）财富证券有限公司
联系电话：０７３１－８４４０３３１９
网址：ｗｗｗ．ｃｆｚｑ．ｃｏｍ
４３）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９５３６０
网址：ｗｗｗ．ｎｅｓｃ．ｃｎ
４４）华鑫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４００－１０９－９９１８
网址：ｗｗｗ．ｃｆｓｃ．ｃｏｍ．ｃｎ
４５）东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电话：０２１－２０３３３３９５
网址：ｗｗｗ．ｌｏｎｇｏｎｅ．ｃｏｍ．ｃｎ
４６）华龙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９６６６８
公司网址：ｗｗｗ．ｈｌｚｑｇｓ．ｃｏｍ
４７）泉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４００－８８９－６３１２
公司网站：ｗｗｗ．ｑｚｃｃｂａｎｋ．ｃｏｍ
４８）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９５５６５
网址：ｗｗｗ．ｎｅｗｏｎｅ．ｃｏｍ．ｃｎ
４９）上海汇付金融服务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８２０－２８１９
网址： ｈｔｔｐｓ：／／ｔｔｙ．ｃｈｉｎａｐｎｒ．ｃｏｍ／
５０）北京钱景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８９３－６８８５
网址： ｆｕｎｄ．ｑｉａｎｊｉｎｇ．ｃｏｍ
５１）深圳市新兰德证券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４００－１６６－１１８８
网址：ｗｗｗ．ｘｉｎｌａｎｄｅ．ｃｏｍ．ｃｎ
５２） 珠海盈米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０２０－８９６２９０６６
网址：ｗｗｗ．ｙｉｎｇｍｉ．ｃｎ
５３）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４００－６６０－０１０９
网址：ｗｗｗ．ｇｊｚｑ．ｃｏｍ．ｃｎ
５４）北京虹点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０６８－１１７６
网址： ｗｗｗ．ｈｏｎｇｄｉａｎｆｕｎｄ．ｃｏｍ
５５）大泰金石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４００－９２８－２２６６
网址：ｗｗｗ．ｄｔｆｕｎｄｓ．ｃｏｍ
５６）中信期货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４００－９９０－８８２６
网址：ｗｗｗ．ｃｉｔｉｃｓｆ．ｃｏｍ
５７）浙江同花顺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４００８－７７３－７７２
网址：ｈｔｔｐ：／／ｆｕｎｄ．１０ｊｑｋａ．ｃｏｍ．ｃｎ
５８）上海天天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４００－１８１８－１８８
网址：ｗｗｗ．１２３４５６７．ｃｏｍ．ｃｎ
５９）上海好买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４００－７００－９６６５
网址：ｗｗｗ． ｅｈｏｗｂｕｙ．ｃｏｍ
北京）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６０）中证金牛（
客服电话：４００－８９０９－９９８
网址：ｗｗｗ．ｊｎｌｃ．ｃｏｍ
６１）奕丰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４００－６８４－０５００
网址：ｗｗｗ．ｉｆａｓｔｐｓ．ｃｏｍ．ｃｎ
６２）浙江金观诚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４００－０６８－００５８
网址：ｗｗｗ．ｊｉｎｃｈｅｎｇ－ｆｕｎｄ．ｃｏｍ
６３）深圳富济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０７５５－８３９９９９０７
网址：ｈｔｔｐ：／／ｗｗｗ．ｆｕｊｉｗｅａｌｔｈ．ｃｎ
６４）上海陆金所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４００８－２１９－０３１
网址：ｗｗｗ．ｌｕｆｕｎｄｓ．ｃｏｍ
６５）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９５５２７
网址：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ｚｂａｎｋ．ｃｏｍ／
６６）武汉市伯嘉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４００－０２７－９８９９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证券代码：０００８８７
证券简称：中鼎股份
转债代码：１２７０１１
转债简称：中鼎转２
转股价格：人民币１１．７９元／股
转股时间：２０１９年９月１６日至２０２５年３月８日
一、关于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上市概况
（
一）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证监许可［
２０１８］１８０３号”文核准，安徽中鼎密封件股份
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中鼎股份”、“
公司”或“
发行人”）于２０１９年３月８日公开发行了１，２００万
张可转换公司债券，每张面值１００元，发行总额１２亿元。
（
二）可转换公司债券上市情况
以下简称“
深交所”）“
深证上〔
经深圳证券交易所（
２０１９〕【
１６５】号”文同意，公司１２亿元
可转换公司债券于２０１９年４月４日起在深交所挂牌交易， 债券简称 “
中鼎转２”， 债券代码
“
１２７０１１”。
（
三）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情况
根据《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和《
安徽中鼎密封件股份有限公司
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的约定，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期限自发
行结束之日起满六个月后的第一个交易日起至可转换公司债券到期日止，即２０１９年９月１６
日至２０２５年３月８日。
二、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的相关条款
（
一）发行数量：１，２００万张；
（
二）发行规模：１２亿元；
（
三）票面金额：１００元／张；
（
四）债券利率：第一年０．５％，第二年０．７％，第三年１．０％，第四年１．５％，第五年２．０％，第六
年２．５％。 到期赎回价为１１０元（
含最后一期利息）；
（
五）债券期限：自发行之日起６年；
（
六）转股期限：２０１９年９月１６日至２０２５年３月８日；
（
七）转股价格：人民币１１．７９元／股。
三、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申报的有关事项
（
一）转股申报程序
１、转股申报应按照深交所的有关规定，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以报盘方式进行。
中鼎转２”全部或部分申请转换为中鼎股份股票，具体
２、持有人可以将自己账户内的“
转股操作建议持有人在申报前咨询开户证券公司。
张”，每张面额为１００元，转换成股份的最小单位
３、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申报单位为“
为１股；同一交易日内多次申报转股的，将合并计算转股数量（
转股数量＝可转换公司债券
持有人申请转股的可转换公司债券票面总金额／申请转股当日有效的转股价格， 并以去尾
法取一股的整数倍）。 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申请转换成的股份须为整数股。 转股时不足
转换为１股股票的可转换公司债券余额，公司将按照深交所等部门的有关规定，在可转换
公司债券持有人转股当日后的五个交易日内以现金兑付该可转换公司债券余额及该余额
所对应的当期应计利息，按照四舍五入原则精确到０．０１元。
４、可转换公司债券买卖申报优先于转股申报，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申请转股的可
转换公司债券数额大于其实际拥有的可转换公司债券数额的， 按其实际拥有的数额进行
转股，申请剩余部分予以取消。
（
二）转股申报时间
持有人可在转股期内（
２０１９年９月１６日至２０２５年３月８日）深交所交易日的正常交易时

证券代码：０００８８７
转债代码：１２７０１１

证券简称：中鼎股份
转债简称：中鼎转２

网址：ｗｗｗ．ｂｕｙｆｕｎｄｓ．ｃｎ
６７）海银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４００－８０８－１０１６
网址：ｗｗｗ．ｆｕｎｄｈａｉｙｉｎ．ｃｏｍ
６８）北京广源达信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４００－６２３－６０６０
网址：ｗｗｗ：ｎｉｕｎｉｕｆｕｎｄ．ｃｏｍ
６９）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９５５１１－８
网址： ｓｔｏｃｋ．ｐｉｎｇａｎ．ｃｏｍ
７０）北京恒天明泽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４００８９８０６１８
网址：ｗｗｗ．ｃｈｔｆｕｎｄ．ｃｏｍ
７１）南京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９５３８６
网址：ｈｔｔｐ：／／ｗｗｗ．ｎｊｚｑ．ｃｏｍ．ｃｎ／
７２）上海基煜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０２１－６５３７００７７
网址： ｗｗｗ．ｊｉｙｕｆｕｎｄ．ｃｏｍ．ｃｎ
７３）北京懒猫金融信息服务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４００１－５００－８８２
网址：ｈｔｔｐ：／／ ｗｗｗ．ｌａｎｍａｏ．ｃｏｍ
７４）北京肯特瑞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个人业务：９５１１８
企业业务：４０００８８８８１６
网址：ｆｕｎｄ．ｊｄ．ｃｏｍ
７５）北京新浪仓石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０１０－６２６７５３６９
网址：ｗｗｗ．ｘｉｎｃａｉ．ｃｏｍ
７６）北京汇成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４００６１９９０５９
网址：ｗｗｗ．ｈｃｊｉｊｉｎ．ｃｏｍ
７７）北京蛋卷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４００－０６１－８５１８
网址：ｈｔｔｐｓ：／／ｄａｎｊｕａｎａｐｐ．ｃｏｍ
天津）有限公司
７８）万家财富基金销售（
客服电话：０１０－５９０１３８９５
网址：ｗｗｗ．ｗａｎｊｉａｗｅａｌｔｈ．ｃｏｍ
７９）上海凯石财富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４００６－４３３－３８９
网址： ｗｗｗ．ｖｓｔｏｎｅｗｅａｌｔｈ．ｃｏｍ
北京）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８０）济安财富（
客服电话：４００－６７３－７０１０
网址：ｗｗｗ．ｊｉａｎｆｏｒｔｕｎｅ．ｃｏｍ
上海）有限公司
８１）民商基金销售（
客服电话：０２１－５０２０６００３
网址：ｗｗｗ．ｍｓｆｔｅｃ．ｃｏｍ
８２）北京百度百盈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９５０５５－９
网址：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ｂａｉｙｉｎｇｆｕｎｄ．ｃｏｍ／
８３）西藏东方财富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９５３５７
网址：ｈｔｔｐ：／／ｗｗｗ．１８．ｃｎ
８４）联储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客服电话：４００６２０６８６８
网址：ｗｗｗ．ｌｃｚｑ．ｃｏｍ
开通本基金网银（
包括手机银行等）或网上交易申购优惠业务的销售机构包括本公司直销中心
及相关代销机构。 有关网银或网上交易优惠的具体规定，请投资者查阅本公司网站以及各代销机构
的有关公告。
基金管理人可以根据情况增加或者减少代销机构，并另行公告。 敬请投资者留意。
三）场内代销机构
（
除上述销售机构外，投资者亦可通过“
上证基金通”办理本基金的上海证券交易所场内申购与
赎回（
基金简称：万家引擎；基金代码：５１９１８３），通过具有基金代销业务资格并开通“
上证基金通”业
务的上交所会员均可办理本基金的场内申购与赎回。
基金管理人可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选择其它符合要求的机构代理销售本基金，并及时公
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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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１７号
电话：０１０－５８５９８８８８
传真：０１０－５８５９８８２４
三、审计基金财产的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
名称：立信会计师事务所（
住所：中国上海市南京东路６１ 号新黄浦金融大厦四楼
办公地址：中国上海市南京东路６１ 号新黄浦金融大厦四楼
联系电话：０２１－６３３９１１６６
传真：０２１－６３３９２５５８
联系人：徐冬
经办注册会计师：王斌、徐冬、詹阳
四、律师事务所
名称：北京大成（
上海）律师事务所
住所：上海市银城中路５０１号上海中心１５层、１６层
电话：（
０２１）３８７２ ２４１６
执行主任：陈峰
经办律师：华涛
电话：（
０２１）３８７２ ２４１６
第四部分 基金的历史沿革和存续
一、基金的历史沿革
万家双引擎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经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
２００８］３１６号文核准募集，基
金管理人为万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基金托管人为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万家双引擎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自２００８年５月７日至２００８年６月２０日公开募集，募集结
束后基金管理人向中国证监会办理备案手续。 经中国证监会书面确认，《
万家双引擎灵活配置混合
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于２００８年６月２７日生效。
２０１５年５月２５日万家双引擎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以通讯方式召
开， 大会审议并通过 《
关于修改万家双引擎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有关事项的议
案》，内容包括万家双引擎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修改基金投资范围、投资比例、收益分配方
式、及基金合同其他内容修订等事项。 自持有人大会决议生效之日起，旧版《
万家双引擎灵活配置混
万家双引擎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同
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失效且新版《
时生效。
二、基金存续期内的基金份额持有人数量和资产规模
《
基金合同》生效后，基金份额持有人数量不满２００人或者基金资产净值低于５０００万元的，基金
管理人应当及时报告中国证监会；连续２０个工作日出现前述情形的，基金管理人应当在定期报告中
予以披露；连续６０个工作日出现前述情形的，基金管理人应当向中国证监会报告并提出解决方案，
如转换运作方式、与其他基金合并或者终止基金合同等，并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进行表决。 法
律法规另有规定时，从其规定。
第五部分 基金的名称
本基金名称：万家双引擎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第六部分 基金的类型
本基金为契约型开放式基金
第七部分 基金的投资目标
本基金通过股票、债券的有效配置，把握价值、成长风格特征，精选个股，构造风格类资产组合。
在有效控制风险的前提下，谋求基金资产的持续稳健增值。
第八部分 基金的投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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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的股票、债券（
含中
小企业私募债、证券公司短期公司债券）、现金、债券回购、银行存款、资产支持证券、权证及法律法
规或中国证监会允许基金投资的其他金融工具。
本基金投资组合资产配置比例为：股票资产占基金资产净值的０－９５％；其中，现金或者到期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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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现金类资产不包括结算备付
金、存出保证金、应收申购款等、权证占基金资产净值的０％一３％、资产支持证券占基金资产净值的
０％－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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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九部分 基金的投资策略
（
一）资产配置策略
本基金根据对宏观经济环境、经济增长前景及证券市场发展状况的综合分析，结合对股票市场
整体估值水平、上市公司利润增长情况，债券市场整体收益率曲线变化等综合指标的分析，形成对
各大类资产收益风险水平的前瞻性预测，以此确定股票、固定收益证券和现金等大类资产及中国证
监会允许基金投资的其他金融工具在给定区间内的动态配置。
本基金对宏观经济环境、经济增长前景分析中的定量指标，主要考察ＧＤＰ及其增幅、居民消费
价格指数、固定资产投资完成情况及其增幅、货币供应量Ｍ０、Ｍ１、Ｍ２等指标的变化；定性分析因素主
要考察宏观经济趋势变化、宏观经济增长模式以及宏观经济政策的变化及含义。
本基金对证券市场发展状况的分析，主要考察制度性建设和变革、证券市场政策变化、参与主
体变化、上市公司数量、质量和市场估值变化。
（
二）股票投资策略
本基金股票投资组合采取自下而上的策略，以量化指标分析为基础，结合定性分析，精选具有
明显价值、成长风格特征且具备估值优势的股票，构建投资组合，在有效控制风险的前提下，谋求基
金资产的持续稳健增值。 下图是本基金股票组合构建流程图：

ｉ）过去３年每股收益复合增长率；
ｉｉ）过去３年主营业务收入增长率；
ｉｉｉ）ＲＯＥ ＊（
１－红利支付率）。
（
２）对基础股票库中每一上市公司确定其价值、成长特征
１）计算每一上市公司的价值、成长因子；
２）利用数据标准化程序，确定该上市公司的价值、成长指标；
３）确定每一公司的风格特征；
４）风格特征的调整。
ｉ）常规调整
每年上市公司年报、半年报披露后，本基金管理人将根据更新数据按上述１）、２）方式计算该上
市公司的风格特征。
ｉｉ）突发事件调整
上市公司由于基本面状况出现较大的转变，预期企业业绩会出现突发性增长，如：行业复苏、产
业政策扶植、并购、重组、资产注入等情况。 基金管理人根据对该公司未来业绩增长的预期数值，按
上述１）、２）方式计算该股票的风格特征。
３、核心股票库构建
在优选股票库的基础上，本基金通过对企业发展的内外部因素分析、估值分析，结合实地调研，
构建成核心股票库。
（
１）企业发展的内部因素：
１）制度因素：完善的公司治理结构及规范的管理制度；
２）管理团队因素：管理团队团结高效、经验丰富、富有协作、进取精神；
３）财务因素：财务清晰透明，财务政策合理，良好的企业财务状况、合理
的资本结构，突出的成本控制能力；
４）生产因素：企业在资源配置、产能扩张等方面具有优势；
５）技术因素：具有技术竞争优势，且具有持续性的技术研发能力和学习能
力，可以使企业所掌握的技术不断地转化为新产品或新服务，从而为企业成长提供源源不断的
动力；
６）市场因素：良好的市场品牌、市场扩张和保护能力。
（
２）企业发展的外部因素：
１）法律环境：包括权益保护、商业规范以及市场制度等；
２）政策环境：严格的市场准入政策、扶持性的地区和产业政策、优惠的税
费政策以及宽松的信用政策等；
３）市场环境：合理的行业集中度、有利的竞争态势以及不断增长的市场需
求等；
（
３）估值分析
根据企业和行业的不同特点， 选择较适合的指标进行估值， 这些指标包括但不限于市盈率（
Ｐ／
Ｅ）、ＰＥＧ、企业价值／息税前利润（
ＥＶ／ＥＢＩＴ）、企业价值／息税、折旧、摊销前利润（
ＥＶ／ＥＢＩＴＤＡ）、自由现
金流贴现（
ＤＣＦ）等。
４、股票组合的构建
基金经理通过对市场估值水平的分析， 结合公司投研团队对行业景气度、 行业发展趋势的研
究，合理配置价值、成长股票的权重。 充分权衡行业集中度、资产流动性等多种因素对投资组合风险
收益水平的影响，审慎精选，构建本基金的股票组合。。
５、持续跟踪和风险评估
对所投资的企业进行密切跟踪，关注发展变化，动态评估企业的价值、成长风格及估值水平，同
时由风险控制小组通过ＶＡＲ分析等技术对投资组合进行动态风险评估。
（
三）债券投资策略
配置型基金中债券投资管理的目标是分散股票投资的市场风险， 保持投资组合稳定收益和充
分流动性，追求基金资产的长期增值。
１、利率预期策略
利率变化是影响债券价格的最重要的因素，利率预期策略是本基金的基本投资策略。 通过对宏
观经济形势、财政与货币政策、金融监管政策、市场结构变化和资金供给等因素的分析，定性分析与
定量分析相结合，形成对未来利率走势的判断，并依此调整组合的期限和品种配置。
２、久期控制策略
在利率变化方向判断的基础上，确定恰当的久期控制目标。 在预期利率整体上升时，缩短组合
的平均久期；在预期利率整体下降时，延长组合的平均久期。
３、期限结构配置策略
基准利率的变化对短中长期债券收益率的影响多数情况下并不是同等幅度的。 根据对债券市
场期限结构变动特征的历史分析和现阶段期限结构特征的分析，结合市场运行、持有人结构、债券
供求等因素，形成期限结构配置策略，对不同期限结构的债券应用不同的买卖策略。
４、类属配置策略
不同类型的债券在收益率、流动性和信用风险上形成差异，有必要采用类属配置策略，使债券
组合资产配置于不同的债券品种（
国债、企业债、金融债、可转债、央行票据、资产支持证券等），以及
在不同的市场上进行配置（
交易所和银行间）。
本基金将结合信用分析、流动性分析、税收分析、市场成员结构等综合因素来决定投资组合的
类属配置策略，在保证流动性和基金资产安全的前提下，谋求收益的最大化。
５、杠杆放大策略和换券策略
在具体操作中，本基金还将利用换券操作、放大操作等多种策略，提高组合的超额收益。
６、套利策略
套利策略包括跨市场回购套利、跨市场债券套利、结合远期的债券跨期限套利、可转债套利等。
本基金充分利用市场出现的机会，为持有人带来无风险或低风险的超额利润。
７、可转债投资策略
可转债（
含可分离转债）是债券和复杂权证的混合体，兼具股性和债性，是可攻可守的投资品
种。 投资可转债需要更多的技巧。 在牛市中，本基金更多地投资股性强的可转债；熊市中，本基金更
多地考虑债性强的可转债。 同时结合可转债的条款，时刻关注赎回风险、回售机会、转股价可能下调
带来的额外机会和溢价率为负时的套利机会。
８、中小企业私募债券债券投资策略
本基金将综合运用类别资产配置、久期管理、收益率曲线、个券选择和利差定价管理等策略，在
严格遵守法律法规和基金合同基础上，进行中小企业私募债券的投资。
本基金将特别注重中小企业私募债券的信用风险和流动性管理， 本着风险调整后收益最大化
的原则，确定中小企业私募债券类资产的合理配置比例，保证本金相对安全和资产流动性，以期获
得长期稳定收益。 在投资决策过程中， 将评估中小企业私募债券的流动性对基金资产流动性的影
响，分散投资，确保所投资的中小企业私募债券具有适当的流动性；同时密切关注影响中小企业私
募债券价值的因素，并进行相应的投资操作。
本基金将对中小企业私募债券进行深入研究，由债券研究员根据公司内部《
信用债券库管理办
法》对中小企业私募债券的信用风险和投资价值进行分析并给予内部信用评分和投资评级。 本基金
可投资于内部评级界定为可配置类的中小企业私募债券； 对于内部评级界定为风险规避类的中小
企业私募债券，禁止进行投资。
９、资产支持证券投资策略
本基金投资资产支持证券将综合运用久期管理、收益率曲线、个券选择和把握市场交易机会等
积极策略，在严格遵守法律法规和基金合同基础上，通过信用研究和流动性管理，选择经风险调整
后相对价值较高的品种进行投资，以期获得长期稳定收益。
１０、证券公司短期公司债券投资策略
本基金在对证券公司短期公司债券特点和发行债券公司基本面进行深入分析研究的基础上，
通过考察利率水平、票息率、付息频率、信用风险及流动性等因素判断其债券价值；采用多种定价模
型以及研究人员对证券公司基本面等不同变量的研究确定其投资价值。 投资综合实力较强的证券
公司发行的短期公司债券，获取稳健的投资回报。 本基金持有单只短期公司债券，其市值不得超过
本基金资产净值的１０％；
（
四）权证投资策略
本基金将权证的投资作为控制投资风险和在有效控制风险前期下提高基金投资组合收益的辅
助手段。 本基金的权证投资策略包括：
１、根据权证对应公司基本面研究成果确定权证的合理估值，发现市场对股票权证的非理性定
价；
２、在产品定价时，主要采用市场公认的多种期权定价模型以及研究人员对包括对应公司基本
面等不同变量的预测对权证确定合理定价；
３、利用权证衍生工具的特性，本基金通过权证与证券的组合投资，来达到改善组合风险收益特
征的目的；
４、本基金投资权证策略包括但不限于杠杆交易策略、看跌保护组合策略、获利保护策略、买入
跨式投资策略等等。
五）其他金融衍生产品投资策略
（
本基金将密切跟踪国内各种金融衍生产品的动向，一旦有新的产品推出市场，将在届时相应法
律法规的框架内，制订符合本基金投资目标的投资策略，同时结合对金融衍生产品的研究，在充分
考虑金融衍生产品风险和收益特征的前提下，谨慎进行投资。
第十部分 基金的业绩比较基准
本基金业绩比较基准为：６０％×沪深３００指数收益率＋４０％×上证国债指数收益率
第十一部分 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
本基金是混合型基金，风险高于货币市场基金和债券型基金，属于中高风险、中高预期收益的
证券投资基金。
第十二部分 基金的投资组合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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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金托管人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根据本基金合同规定，于２０１９年４月１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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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投资组合报告所载数据截至２０１９年３月３１日，本报告中所列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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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股票库构建
本基金对Ａ股市场中的所有股票进行初选，以过滤掉明显不具备投资价值的股票，建立本基金
的基础股票库。 初选过滤掉的股票主要包括以下几类：
（
１）法律法规和公司制度明确禁止投资的股票；
（
由公司投研团队根据股票的交易量、换手率的研究进行确定）；
２）流动性差的股票（
（
３）当前涉及重大诉讼、仲裁等重大事件公司的股票。
２、优选股票库构建
本基金管理人利用历史财务数据，通过价值、成长因子分析，计算基础股票库中每一上市公司
的价值、成长风格指标，剔除同时不具备价值、成长风格特征的上市公司，构建本基金的优选股票
库。 下图第Ⅰ、Ⅱ、Ⅲ象限构成本基金的优选股票库：

具体构建方法如下：
（
１）确定价值、成长因子。 本基金价值、成长因子包括：
１）价值因子：
ｉ）市净率Ｐ／Ｂ；
ｉｉ）股息收益率；
ｉｉｉ）年现金流量／市值；
ｉｖ）销售收入／市值。
２）成长因子：

权益投资

１１，０９２，０９４．００

４５．４６

其中：股票

１１，０９２，０９４．００

４５．４６

２

基金投资

－

－

３

固定收益投资

１，３７５，１３７．５０

５．６４

其中：债券

１，３７５，１３７．５０

５．６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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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５，５００，０００．００

２２．５４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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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６，１３２，３６２．４６

２５．１４

８

其他资产

２９７，６８２．７２

１．２２

合计
９
２４，３９７，２７６．６８
２．报告期末按行业分类的股票投资组合
２．１报告期末按行业分类的境内股票投资组合
代码

行业类别

１００．００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
（
％）

公允价值（
元）

Ａ

农、林、牧、渔业

１，４７９，１６５．００

Ｂ

采矿业

－

－

Ｃ

制造业

５，６９３，２３６．００

３０．９２

Ｄ

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
－
业

Ｅ

建筑业

－

－

Ｆ

批发和零售业

１，３３５，４１０．００

７．２５
－

Ｇ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

Ｈ

住宿和餐饮业

－

Ｉ

信息传输、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１，９９５，３８３．００
业

８．０３

－

－
１０．８４

Ｊ

金融业

－

－

Ｋ

房地产业

５８８，９００．００

３．２０

Ｌ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

－

Ｍ

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

－

－

Ｎ

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

－

－

Ｏ

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

－

－

Ｐ

教育

－

－

Ｑ

卫生和社会工作

－

－

Ｒ

文化、体育和娱乐业

－

－

Ｓ

综合

－

－

合计
１１，０９２，０９４．００
６０．２４
２．２报告期末按行业分类的港股通投资股票投资组合
本基金本报告期无沪港通投资股票投资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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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告编号：２０１９－０７３

安徽中鼎密封件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中鼎转２开始转股的提示性公告
间申报转股，但下述时间除外：
中鼎转２”停止交易前的停牌时间；
１、“
２、公司股票停牌期间；
３、按有关规定，公司申请停止转股的期间。
三）可转换公司债券的冻结及注销
（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对转股申请确认有效后，将记减（
冻结并
注销）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的转债余额，同时，记增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相应的股份
数额，完成变更登记。
（
四）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新增股份的上市交易和所享有的权益
当日买进的可转换公司债券当日可申请转股。 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新增股份，可于转股
申报后次一个交易日上市流通。 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新增股份享有与原股份同等的权益。
（
五）转股过程中的有关税费
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过程中如发生有关税费，由纳税义务人自行负担。
（
六）转换年度利息的归属
“
中鼎转２”采用每年付息一次的付息方式，计息起始日为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首日，
即２０１９年３月８日。 每年的付息债权登记日为每年付息日的前一交易日，公司将在每年付息
日之后的５个交易日内支付当年利息。 在付息债权登记日前（
包括付息债权登记日）申请转
换成公司股票的可转换公司债券， 公司不再向其持有人支付本计息年度及以后计息年度
的利息。
四、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价格的调整和修正情况
（
一）初始转股价格和最新转股价格
公司本次可转换公司债券的初始转股价格为人民币１１．９９元／股， 经调整后的最新转股
价格为人民币１１．７９元／股。
（
二）转股价格调整情况
根据公司２０１８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公司实施２０１８年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以公司
可参与分配的股本１，２１３，２２７，０９５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１０股派发现金股利２元（
含税），
除权除息日为２０１９年５月３１日。 根据《
安徽中鼎密封件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
债券募集说明书》相关条款以及中国证监会关于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的有关规定，中鼎转
２的转股价格由原来的１１．９９元／股调整为１１．７９元／股，调整后的转股价格于２０１９年５月３１日生
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２０１９年５月２４日在巨潮资讯网（
关于可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披露的《
转债转股价格调整的公告》（
公告编号：２０１９－０５７）。
（
三）转股价格的调整方式及计算公式
在本次发行之后，当公司发生派送红股、转增股本、增发新股或配股以及派发现金股
利等情况（
不包括因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增加的股本），则转股价格相应调整。
具体的转股调整公式如下（
保留小数点后两位，最后一位四舍五入）：
派送红股或转增股本：Ｐ１＝Ｐ０／（
１＋ｎ）；
增发新股或配股：Ｐ１＝（
Ｐ０＋Ａ×ｋ）／（
１＋ｋ）；
上述两项同时进行：Ｐ１＝（
Ｐ０＋Ａ×ｋ）／（
１＋ｎ＋ｋ）；
派发现金股利：Ｐ１＝Ｐ０－Ｄ；

上述三项同时进行：Ｐ１＝（
Ｐ０－Ｄ＋Ａ×ｋ）／（
１＋ｎ＋ｋ）。
其中：Ｐ０为调整前转股价，Ｐ１为调整后转股价，ｎ为送股或转增股本率，ｋ为增发新股或
配股率，Ａ为增发新股价或配股价，Ｄ为每股派发现金股利。
当公司出现上述股份和／或股东权益变化情况时，将依次进行转股价格调整，并在中国
证监会指定的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媒体上刊登转股价格调整的相关公告， 并于公告中载明
转股价格调整日、调整办法及暂停转股时期（
如需）。 当转股价格调整日为本次发行的可转
换公司债券持有人转股申请日或之后，转换股份登记日之前，则该持有人的转股申请按公
司调整后的转股价格执行。
当公司可能发生股份回购、合并、分立或任何其他情形使公司股份类别、数量和／或股
东权益发生变化从而可能影响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的债权利益或转股衍生
权益时，公司将视具体情况按照公平、公正、公允的原则以及充分保护本次发行的可转换
公司债券持有人权益的原则调整转股价格。 有关转股价格调整内容及操作办法将依据届
时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及证券监管部门的相关规定来制订。
（
四）、转股价格的向下修正条款
１、修正条件及修正幅度
在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存续期间， 当公司股票在任意连续３０个交易日中至少
有１５个交易日的收盘价格低于当期转股价格的８５％时，公司董事会有权提出转股价格向下
修正方案并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上述方案须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方可实施。 股东大会
进行表决时，持有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的股东应当回避。 修正后的转股价格应不低
于本次股东大会召开日前２０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和前一交易日均价之间的较高
者。
若在前述３０个交易日内发生过转股价格调整的情形， 则在转股价格调整日前的交易
日按调整前的转股价格和收盘价格计算， 在转股价格调整日及之后的交易日按调整后的
转股价格和收盘价格计算。
２、修正程序
如公司决定向下修正转股价格时， 公司将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媒
体上刊登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公告修正幅度、股权登记日及暂停转股期间（
如需）等。 从股
权登记日后的第一个交易日（
即转股价格修正日）开始恢复转股申请并执行修正后的转股
价格。
若转股价格修正日为转股申请日或之后，转换股份登记日之前，该类转股申请应按修
正后的转股价格执行。
五、可转换公司债券赎回条款及回售条款
（
１）、赎回条款
１、到期赎回条款
在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期满后５个交易日内，公司将以本次可转债票面面值的
含最后一期利息）的价格向投资者赎回未转股的可转换公司债券。
１１０％（
２、有条件赎回条款
在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期内，当下述两种情形的任意一种出现时，公司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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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１

６０３１０８

润达医疗

６９，０００

８３７，６６０．００

４．５５

２

３００４９８

温氏股份

１８，５００

７５１，１００．００

４．０８

３

００２７１４

牧原股份

１１，５００

７２８，０６５．００

３．９５

４

６００７４８

上实发展

６５，０００

５８８，９００．００

３．２０

５

００２４３９

启明星辰

１８，６００

５４８，３２８．００

２．９８

６

００２３０９

中利集团

５１，６００

５４７，９９２．００

２．９８

７

０００８７６

新希望

４０，２００

５３４，６６０．００

２．９０

８

００２３７３

千方科技

２７，０００

５１１，１１０．００

２．７８

９

００２３６７

康力电梯

６２，５００

５０８，１２５．００

２．７６

瑞康医药
５５，０００
１０ ００２５８９
４．报告期末按债券品种分类的债券投资组合

４９７，７５０．００

序号

债券品种

２．７０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
（
％）

公允价值（
元）

１

国家债券

－

－

２

央行票据

－

－

３

金融债券

１，３７５，１３７．５０

７．４７

其中：政策性金融债

１，３７５，１３７．５０

７．４７

４

企业债券

－

－

５

企业短期融资券

－

－

６

中期票据

－

－

７

可转债（
可交换债）

－

－

８

同业存单

－

－

９

其他

－

－

１，３７５，１３７．５０
７．４７
１０ 合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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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占基金资产净值
序号
债券代码
债券名称
数量（
张）
公允价值（
元）
比例（
％）
国开１７０１ １３，７５０
１
０１８００５
１，３７５，１３７．５０
７．４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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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内，本基金未投资股指期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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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内，本基金未投资国债期货。
１０．２报告期末本基金投资的国债期货持仓和损益明细
本报告期内，本基金未投资国债期货。
１１．投资组合报告附注
１１．１本基金投资的前十名证券的发行主体本期受到调查以及处罚的情况的说明
本报告期内，本基金投资的前十名证券的发行主体不存在被监管部门立案调查的，在报告编制
日前一年内也不存在受到公开谴责、处罚的情况。
１１．２基金投资的前十名股票超出基金合同规定的备选股票库情况的说明
基金投资的前十名股票中，不存在投资于超出基金合同规定备选股票库之外的股票。
１１．３其他资产构成
序号
名称
金额（
元）
１

存出保证金

４２，８０１．８９

２

应收证券清算款

１９８，２０１．２５

３

应收股利

－

４

应收利息

５２，１２５．１１

５

应收申购款

４，５５４．４７

６

其他应收款

－

７

待摊费用

－

８

其他

－

合计
９
２９７，６８２．７２
１１．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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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１．５报告期末前十名股票中存在流通受限情况的说明
本基金报告期末前十名股票中不存在流通受限情况。
第十三部分 基金的业绩
基金业绩截止日为２０１９年３月３１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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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一）本报告期基金份额净值增长率及其与同期业绩比较基准收益率的比较
净值增
业绩比较
业绩比较基
净值增
阶段
长率标
基准收益
准收益率标
（
（
１）－（
３）
２）－（
４）
长率（
１）
准差（
率（
准差（
２）
３）
４）
２０１９年一季度

１７．０９％

０．９３％

０．０４％

０．２５％

２０１８年

１７．１３％

－１４．７７％ ０．７５％

－１３．７４％

０．８０％

－１．０３％

－０．０５％

２０１７年

５．９９％

０．２１％

１２．９８％

０．３８％

－６．９９％

－０．１７％

２０１６年

７．２８％

０．１７％

－５．１３％

０．８４％

１２．４１％

－０．６７％

２０１５年

３０．５３％

０．６１％

７．７４％

１．４９％

２２．７９％

－０．８８％

２０１４年

２１．７３％

１．２８％

３１．２０％

０．７３％

－９．４７％

０．５５％

２０１３年

１３．３６％

１．３７％

－３．０８％

０．８４％

１６．４４％

０．５３％

２０１２年

２．９０％

１．０５％

６．３６％

０．７７％

－３．４６％

０．２８％

２０１１年

－１６．７１％ ０．９７％

－１４．０９％

０．７８％

－２．６２％

０．１９％

２０１０年

－２．９８％

１．２３％

－５．８３％

０．９５％

２．８５％

０．２８％

２００９年

４９．３５％

１．４４％

５２．５５％

１．２３％

－３．２０％

０．２１％

０．５３％

－２２．５７％

１．７９％

２６．７６％

－１．２６％

基金成立日至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４．１９％
日

１．１８％

基金成立日至
１６４．５７％ １．００％
５０．７４％
０．９９％
１１３．８３％
０．０１％
２０１９年３月３１日
（
二） 自基金合同生效以来基金份额净值的变动情况， 并与同期业绩比较基准的变动的比较
（
２００８年６月２７日至２０１９年３月３１日）

注：本基金于２００８年６月２７日成立，建仓期为六个月，建仓期结束时各项资产配置比例符合基金
合同要求，报告期末各项资产配置比例符合基金合同要求。
第十四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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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基金托管人的托管费；
基金合同》生效后与基金相关的信息披露费用；
３、《
基金合同》生效后与基金相关的会计师费、律师费和诉讼费；
４、《
５、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费用；
６、基金的证券交易费用；
７、基金的银行汇划费用；
８、基金的开户费用、账户维护费用；
基金合同》约定，可以在基金财产中列支的其他费用。
９、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和《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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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基金的管理费按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的０．８％年费率计提。 管理费的计算方法如下：
Ｈ＝Ｅ×０．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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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管理费划款指令， 基金托管人复核后于次月前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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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２５％的年费率计提。 托管费的计算方法如下：
Ｈ＝Ｅ×０．２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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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托管费划款指令，基金托管人复核后于次月前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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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述“
一、基金费用的种类中第３－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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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不列入基金费用的项目
下列费用不列入基金费用：
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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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处理与基金运作无关的事项发生的费用；
基金合同》生效前的相关费用；
３、《
４、其他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中国证监会的有关规定不得列入基金费用的项目。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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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五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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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
证券
投资基金销售管理办法》、《
公开募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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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本基金２０１９年８月１０日发布的更新招募
说明书内容进行了更新， 并根据本基金管理人在本基金成立后对本基金实施的投资经营活动进行
了内容补充和更新，主要更新内容如下：
１、在重要提示部分，更新了招募说明书内容的截止日期。
三、基金管理人”部分，更新了基金管理人的有关内容。
２、在“
二十三、其他应披露事项”部分，更新了本基金最近一次招募说明书更新以来的公告
３、新增了“
事项。
万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零一九年九月十二日

事会有权决定按照债券面值加上当期应计利息的价格赎回全部或部分未转股的可转换公
司债券：
①在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期内， 如果公司股票在任意连续３０个交易日中
至少有１５个交易日的收盘价格不低于当期转股价格的１３０％（
含１３０％）；
②当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未转股余额不足３，０００万元时。
当期应计利息的计算公式为：ＩＡ＝Ｂ×ｉ×ｔ／３６５
ＩＡ：指当期应计利息；
Ｂ：指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持有将赎回的可转换公司债券票面总金额；
ｉ：指可转换公司债券当年票面利率；
算头不
ｔ：指计息天数，即从上一个付息日起至本计息年度赎回日止的实际日历天数（
算尾）。
若在前述３０个交易日内发生过转股价格调整的情形， 则在调整前的交易日按调整前
的转股价格和收盘价格计算，调整后的交易日按调整后的转股价格和收盘价格计算。
（
２）回售条款
１、有条件回售条款
在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的最后两个计息年度， 如果公司股票在任意连续３０个
交易日的收盘价格低于当期转股价格的７０％时，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有权将其持有的全
部或部分可转换公司债券按面值加上当期应计利息的价格回售给公司。 若在上述３０个交
易日内发生过转股价格调整的情形， 则调整前的交易日按调整前的转股价格和收盘价格
计算，调整后的交易日按调整后的转股价格和收盘价格计算。 如果出现转股价格向下修正
的情况，则上述连续３０个交易日须从转股价格向下修正之后的第一个交易日起重新计算。
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最后两个计息年度， 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在每年回售
条件首次满足后可按上述约定条件行使回售权一次； 若在首次满足回售条件而可转换公
司债券持有人未在公司届时公告的回售申报期内申报并实施回售的， 该计息年度不应再
行使回售权。 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不能多次行使部分回售权。
２、附加回售条款
若公司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情况与公司在募集说明
书中的承诺情况相比出现重大变化， 根据中国证监会的相关规定被视作改变募集资金用
途或被中国证监会认定为改变募集资金用途的， 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享有一次回售的
权利。 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有权将其持有的可转换公司债券全部或部分按债券面值加
当期应计利息的价格回售给公司。 持有人在附加回售条件满足后，可以在公司公告后的附
加回售申报期内进行回售， 该次附加回售申报期内不实施回售的， 不应再行使附加回售
权。
六、转股年度有关股利的归属
因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而增加的公司股票享有与原股票同等的权益，在
股利发放的股权登记日下午收市后登记在册的所有股东（
含因可转债转股形成的股东）均
参与当期股利分配，享有同等权益。
七、其他
投资者如需了解中鼎转２的其他相关内容， 请查阅２０１９年３月６日刊载于巨潮资讯网
（
安徽中鼎密封件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的《
书》全文。
咨询部门：公司证券部
咨询电话：０５６３－４１８１８８７
传真：０５６３－４１８１８８０转６０７１
特此公告。
安徽中鼎密封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９年９月１２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