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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信先利半年定期开放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更新的招募说明书摘要
长信先利半年定期开放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以下简称“
本基金”）于２０１６年７月
１３日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
２０１６】１５７５号文注册募集。 基金合同于
２０１６年９月７日正式生效。
重要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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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监会注册，但中国证监会对本基金募集的注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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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所持有的基金份额享受基金收益，同时承担相应的投资风险。 投资本基金可能遇
到的风险包括：因整体政治、经济、社会等环境因素对证券市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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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率风险，本基金持有的信用类固定
收益品种违约带来的信用风险，债券投资出现亏损的风险；基金运作风险，包括由于
基金投资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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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
本基金为混合型基金，属于中等风险、中等收益的基金品种，其预期风险和预期
收益高于货币市场基金和债券型基金，低于股票型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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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包括中小板、创业板和其他经
中国证监会核准上市的股票）、债券（
包括国债、央行票据、金融债券、企业债券、公司
债券、中期票据、短期融资券、超短期融资券、公开发行的次级债券、地方政府债、可转
换债券及其他经中国证监会允许投资的债券）、资产支持证券、债券回购、银行存款
（
包括协议存款、定期存款及其他银行存款）、货币市场工具、权证、国债期货以及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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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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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投资比例遵循届时有效法律法规或相关规定。
投资人应当认真阅读《
基金合同》、《
招募说明书》等基金法律文件，了解基金的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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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金的过往业绩并不预示其未来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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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保证本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本更新的招募说明书所载的内容截止日为２０１９年３月７日 （
其中基金经理相关信
息更新截止日为２０１９年９月１６日），有关财务数据和净值截止日为２０１８年１２月３１日（
财
务数据未经审计）。
一、基金管理人
（
一）基金管理人概况
基金管理人概况
名称

长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

中国（
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银城中路６８号９楼

办公地址

上海市浦东新区银城中路６８号９楼

邮政编码

２００１２０

批准设立机关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中国证监会证监基金字［
２００３］６３号
壹亿陆仟伍佰万元人民币

设立日期

２００３年５月９日

０２１－６１００９９９９

传真

０２１－６１００９８００

联系人

魏明东

存续期间

持续经营

经营范围

基金管理业务，发起设立基金，中国证监会批准的其他业务。 【
依法须经批准
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股东名称

出资额

出资比例

７３５０万元

４４．５５％

上海海欣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５１４９．５万元

３１．２１％

武汉钢铁有限公司

２５００．５万元

１５．１５％

上海彤胜投资管理中心（
有限合伙）

７５１万元

４．５５％

上海彤骏投资管理中心（
有限合伙）

７４９万元

４．５４％

１６５００万元

１００％

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总计

（
二）主要人员情况
１、基金管理人的董事会成员情况
董事会成员
姓名

职务

性别

简历

成善栋

董事长

男

中共党员，硕士，ＩＭＢＡ，曾任职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
静安区办事处办公室科员， 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工
商银行上海市分行办公室科员、科长，上海巴黎国际银行
信贷部总经理，工商银行上海市分行办公室副主任、管理
信息部总经理、办公室主任、党委委员、副行长，并历任上
海市金融学会副秘书长，上海城市金融学会副会长、秘书
长。

男

中共党员，硕士，现任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总裁。历任长
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钢铁行业研究分析师、 研究部副主
管，长江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总裁助理，长江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研究部副总经理、研究所总经理、副总裁。

非独立董事

何宇城

非独立董事

覃波

非独立董事

徐志刚

独立董事

刘 斐

独立董事

马晨光

独立董事

男

男

男

男

女

女

中共党员，法学硕士，工商管理博士，高级经济师，高级商
务谈判师。 现任上海市湖北商会常务副会长，曾任湖北省
委组织部“
第三梯队干部班”干部，中国第二汽车制造厂干
部，湖北经济学院讲师、特聘教授，扬子石化化工厂保密办
主任、集团总裁办、股改办、宣传部、企管处管理干部、集团
法律顾问， 中石化／扬子石化与德国巴斯夫合资特大型一
体化石化项目中方谈判代表，交大南洋部门经理兼董事会
证券事务代表，海欣集团董事会秘书处主任、战略投资部
总监、总裁助理、副总裁、总裁。
中共党员，硕士，ＭＢＡ、ＥＭＰＡＣＣ。 现任武汉钢铁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 曾任宝钢计划财务部助理会计师，宝钢资金管
理处费用综合管理， 宝钢成本管理处冷轧成本管理主办、
主管，宝钢股份成本管理处综合主管，宝钢股份财务部预
算室综合主管，宝钢股份财务部副部长，宝钢分公司炼钢
厂副厂长，不锈钢分公司副总经理，宝钢股份钢管条钢事
业部副总经理兼南通宝钢钢铁有限公司董事长、经营财务
部部长。
中共党员，硕士，上海国家会计学院ＥＭＢＡ毕业，具有基金
从业资格。 现任长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投资
决策委员会主任委员。 曾任职于长江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２００２年加入长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历任市场开发部
区域经理、营销策划部副总监、市场开发部总监、专户理财
部总监、总经理助理、副总经理。
中共党员，经济学博士，曾任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徐汇区
办事处办公室副主任、信贷科副科长、党委副书记，中国工
商银行上海市分行办公室副主任、主任、金融调研室主任、
浦东分行副行长，上海实业（
集团）有限公司董事、副总裁，
上海实业金融控股有限公司董事、总裁，上海实业财务有
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德勤企业咨询（
上海）有限公司华
东区财务咨询主管合伙人、全球金融服务行业合伙人。
中共党员，工商管理硕士。 现任国和创新教育基金（
筹）合
伙人。曾任上海国和现代服务业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董
事总经理、创始合伙人，上海国际集团旗下私募股权投资
基金管理公司，浦银安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董事
（
浦银安盛创始人），上海东新国际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总经
理、董事（
浦发银行与新鸿基合资养老金投资管理公司），
浦发银行办公室负责人。
致公党党员，法律硕士。现任上海市协力律师事务所律师，
管理合伙人，上海市浦东新区人大代表，中国致公党上海
市浦东新区副主委， 上海市法学会金融法研究会理事，上
海国际仲裁中心仲裁员，上海仲裁委员会仲裁员，复旦大
学研究生校外导师，华东政法大学校外兼职导师，上海对
外经贸大学兼职教授，上海市浦东新区法律服务业协会副
会长。

注：上述人员之间均不存在近亲属关系

２、监事会成员
监事会成员
姓名

职务

性别

简历

吴伟

监事会主席

男

中共党员，研究生学历。 现任武汉钢铁有限公司经营
财务部总经理。 历任武钢计划财务部驻工业港财务
科副科长、科长、资金管理处主任科员、预算统计处
处长，武汉钢铁有限公司经营财务部部长。

陈水元

监事

杨爱民

硕士研究生，会计师、经济师。 现任长江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财务负责人， 兼任武汉股权托管交易中心监
事长；曾任湖北证券有限公司营业部财务主管、经纪
事业部财务经理， 长江证券有限责任公司经纪事业
部总经理助理、经纪业务总部总经理助理、营业部总
经理，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营业部总经理、总裁特
别助理、执行副总裁、财务负责人、合规负责人、首席
风险官。

男

监事

中共党员，在职研究生学历，会计师。 现任上海海欣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财务总监。 曾任甘肃铝厂财务科
副科长、科长，甘肃省铝业公司财务处副处长、处长，
上海海欣集团审计室主任、财务副总监。

男

李毅

监事

女

中共党员，硕士。 现任长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总
经理助理。 曾任长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综合行
政部副总监、零售服务部总监。

孙红辉

监事

男

中共党员，硕士。 现任长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总
经理助理、运营总监兼基金事务部总监。 曾任职于上
海机械研究所、 上海家宝燃气具公司和长江证券有
限责任公司。

男

中共党员，硕士。 现任长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综
合行政部总监兼人力资源总监。 曾任职于上海市徐
汇区政府、 华夏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和国泰基金管理
有限公司。

魏明东

监事

注：上述人员之间均不存在近亲属关系

３、经理层成员
经理层成员
姓名

职务

性别

覃波

总经理

男

简历同上。

男

经济学硕士，ＥＭＢＡ。 现任长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
公司督察长。 曾任湖北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武汉自
治街营业部总经理， 长江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北方
总部总经理兼北京展览路证券营业部总经理，长
江证券有限责任公司经纪业务总部副总经理兼上
海代表处主任、上海汉口路证券营业部总经理。

男

硕士，毕业于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具有基金从业资
格。 现任长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兼
北京分公司总经理。曾任职于北京市审计局、上海
申银证券公司、大鹏证券公司、嘉实基金管理有限
公司。２００１年作为筹备组成员加入长信基金，历任
公司北京代表处首席代表、公司总经理助理。

周永刚

督察长

邵彦明

副总经理

程燕春

副总经理

安昀

男

副总经理

男

简历

华中科技大学技术经济学士，具有基金从业资格，
现任长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 曾任
中国建设银行江西省分行南昌城东支行副行长，
中国建设银行纪检监察部案件检查处监察员，中
国建设银行基金托管部市场处、信息披露负责人，
融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筹备组成员、 总经理助理
兼北京分公司总经理、上海分公司总经理、执行监
事，金元惠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首席市场官，历任
长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销售助理、总
经理助理。
经济学硕士，复旦大学数量经济学研究生毕业，具
有基金从业资格。曾任职于申银万国证券研究所，
担任策略研究工作，２００８年１１月加入长信基金管
理有限责任公司， 历任策略研究员、 基金经理助
理、研究发展部副总监、研究发展部总监和基金经
理。 ２０１５年５月６日至２０１６年９月６日在敦和资产管
理有限公司股票投资部担任基金经理。２０１６年９月
８日重新加入长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曾任总
经理助理、 长信双利优选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
资基金的基金经理。 现任公司副总经理和投资决
策委员会执行委员、 长信内需成长混合型证券投
资基金、长信双利优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长信
先机两年定期开放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的基金经理。

注：上述人员之间均不存在近亲属关系

４、基金经理
本基金基金经理情况
姓名

姜锡峰

职务

基金经理

任职时间

简历

管理学硕士，上海财经大学企业管理专业研究生毕
业， 曾任湘财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担任债券研究员、
浦银安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债券研究员、基金经理
助理，２０１６年５月加入长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历任基金经理助理、 长信利发债券型证券投资基
金、长信利泰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长信
先利半年定期开放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长信先锐
自２０１９年８月２３ 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和长信富泰纯债一年定期开
日起至今
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的基金经理。 现任长信稳
益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长信富全纯债一年定
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长信富民纯债一年定
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长信利率债债券型证
券投资基金、长信利保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长信
利尚一年定期开放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长信先利
半年定期开放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和长信富瑞两
年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的基金经理。

基金经理

自２０１６年９月７
日起至２０１９年９ 曾任本基金的基金经理。
月１６日

基金经理

自２０１８年１２月
２６日起至２０１９ 曾任本基金的基金经理。
年９月３日

朱轶伦

基金经理

自２０１７年５月２４
日起至２０１９年６ 曾任本基金的基金经理。
月１日

姜锡峰

基金经理

自２０１６年９月３０
日起至２０１７年 曾任本基金的基金经理。
１１月１日

左金保

秦娟

刘波

基金经理

自２０１６年９月７
日起至２０１６年 曾任本基金的基金经理。
１２月２２日

注：上述人员之间均不存在近亲属关系

５、投资决策委员会成员

法定代表人：孙建一

联系人：张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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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话：０７５５－２２１６６１１８

传真：０７５５－２５８４１０９８

法定代表人：王翔

联系人：张巍婧

客户服务电话：９５５１１－３

网址：ｂａｎｋ．ｐｉｎｇａｎ．ｃｏｍ

电话：０２１－６５３７００７７－２５５

传真：０２１－５５０８５９９１

客户服务电话：４００－８２０－５３６９

网站：ｗｗｗ．ｊｉｙｕｆｕｎｄ．ｃｏｍ．ｃｎ

杨帆

国际业务部总监、投资决策委员会执行委员、长信美国标准普尔１００等权重指数增强型
证券投资基金、长信上证港股通指数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长信全球债券证券投资
基金和长信利泰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的基金经理

李家春

公司总经理助理、投资决策委员会执行委员、长信利丰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长信可转
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长信利广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长信利盈灵活配置
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和长信利富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的基金经理

（
５）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研究发展部总监、长信银利精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和长信金利趋势混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的基金经理

易利红

股票交易部总监

法定代表人：尤习贵

联系人：李良

办公地址：西安市高新区锦业路１号都市之门Ｂ座５层

电话：０２７－６５７９９９９９

传真：０２７－８５４８１９００

法定代表人：李刚

联系人：袁伟涛

张文琍

固定收益部总监、长信纯债壹号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长信利鑫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
ＬＯＦ）、长信利息收益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长信富平纯债一年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
资基金、长信稳益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长信富民纯债一年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
投资基金、长信富海纯债一年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长信稳势纯债债券型证
券投资基金和长信长金通货币市场基金的基金经理

客户服务电话：９５５７９或４００８－８８８－９９９

网址：ｗｗｗ．９５５７９．ｃｏｍ

电话：０２９－８８４４７６１１

传真：０２９－８８４４７６１１

陆莹

现金理财部总监、长信利息收益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长信纯债半年债券型证券投资
基金、长信稳健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长信长金通货币市场基金、长信稳通三个月
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长信稳鑫三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
资基金、长信稳裕三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和长信富瑞两年定期开
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的基金经理

（
６）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叶松

权益投资部总监、长信增利动态策略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长信企业精选两年定期开
放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和长信睿进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的基金经
理

左金保

量化投资部兼量化研究部总监、投资决策委员会执行委员、长信医疗保健行业灵活配
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ＬＯＦ）、长信量化先锋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长信量化中小盘股
票型证券投资基金、长信电子信息行业量化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长信低碳
环保行业量化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长信消费精选行业量化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长
信沪深３００指数增强型证券投资基金、 长信量化价值驱动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和长信
量化多策略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的基金经理

涂世涛

量化专户投资部副总监兼投资经理

高远

崔飞燕

电话

办公地址：深圳市深南中路１０９９号平安银行大厦

注册地址：上海市崇明县长兴镇潘园公路１８００号２号楼６１５３室（
上海泰和经济发
展区）

安昀

债券交易部副总监
专户投资部副总监兼投资经理
战略与产品研发部总监
长信中证５００指数增强型证券投资基金、 长信国防军工量化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和长信沪深３００指数增强型证券投资基金的基金经理

４．８７

２６８，９６８．００

０．１７

－

－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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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１，９０２，４００．２０

１９．９５

－

２、报告期末按行业分类的港股通投资股票投资组合
本基金本报告期未通过港股通交易机制投资港股。
（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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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注册地址：武汉市新华路特８号长江证券大厦

１８０，０００

５，４６４，８００．００

３．４２

办公地址：武汉市新华路特８号长江证券大厦

注册地址：西安市高新区锦业路１号都市之门Ｂ座５层

２

３００３４８

长亮科技

３００，０００

４，９２９，０００．００

３．０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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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系人：龚俊涛

电话：０２１－２２１６９９９９

传真：０２１－２２１６９１３４

客户服务电话：９５５２５

网址：ｗｗｗ．ｅｂｓｃｎ．ｃｏｍ

（
７）国都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登记机构

律师事务所

会计师事务所

名称

长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
司

上海源泰律师事务所

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
普通合伙）

办公地址：上海市徐汇区长乐路９８９号４０层
法定代表人：李梅

联系人：黄莹

电话：０２１－３３３８９８８８

传真：０２１－３３３８８２２４

客户服务电话：９５５２３或４００８８９５５２３

网址：ｗｗｗ．ｓｗｈｙｓｃ．ｃｏｍ

（
１０）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福州市湖东路２６８号
办公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长柳路３６号
法定代表人：杨华辉

联系人：乔琳雪

电话：０２１－３８５６５５４７
客户服务电话：９５５６２

网址：ｗｗｗ．ｘｙｚｑ．ｃｏｍ．ｃｎ

（
１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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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系人：辛国政

电话：０１０－８３５７４５０７

传真：０１０－８３５７４８０７

客户服务电话：４００８－８８８－８８８或９５５５１

网址：ｗｗｗ．ｃｈｉｎａｓｔｏｃｋ．ｃｏｍ．ｃｎ

（
１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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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系人：马良婷

电话：０２１－２０６９１８３２

传真：０２１－２０６９１８６１

客户服务电话：４００－８２０－２８９９

网址：ｗｗｗ．ｅｒｉｃｈｆｕｎｄ．ｃｏｍ

（
１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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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杨浦区长阳路１６８７号２号楼
法定代表人：汪静波

联系人：李娟

电话：０２１－３８６０２３７７

传真：０２１－３８５０９７７７

客户服务电话：４００－８２１－５３９９

网址：ｗｗｗ．ｎｏａｈ－ｆｕｎｄ．ｃｏｍ

（
１４）上海好买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上海市虹口区场中路６８５弄３７号４号楼４４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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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系人：徐超逸

电话：０２１－２０６１３９８８

传真：０２１－６８５９６９１６

客户服务电话：４００７００９６６５

网址：ｗｗｗ．ｅｈｏｗｂｕｙ．ｃｏｍ

（
１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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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系人：朱钰

电话：０２１－５４５０９９９８

传真：０２１－６４３８５３０８

客户服务电话：４００－１８１８－１８８

网址：ｆｕｎｄ．ｅａｓｔｍｏｎｅｙ．ｃｏｍ

（
１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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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定代表人：金佶

联系人：甄宝林

电话：０２１－３４０１３９９６－３０１１

传真：

客户服务电话：０２１－３４０１３９９９

网址：ｗｗｗ．ｈｏｔｊｉｊｉｎ．ｃｏｍ

（
１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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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坚

联系人： 宁博宇

电话：０２１－２０６６５９５２

传真：０２１－２２０６６６５３

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８２１９０３１

网址：ｗｗｗ．ｌｕｆｕｎｄｓ．ｃｏｍ

（
１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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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长宁区福泉北路５１８号８座３楼
法定代表人：燕斌

联系人：陈东

电话：０２１－５２８２２０６３

传真：０２１－５２９７５２７０

客户服务电话：４００－０４６－６７８８

网址： ｗｗｗ．６６ｚｉｃｈａｎ．ｃｏｍ

（
１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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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浦东新区峨山路９１弄６１号１０号楼１２楼
法定代表人：李兴春

联系人：徐鹏

电话：８６－０２１－５０５８３５３３

传真：８６－０２１－５０５８３６３３

客户服务电话：４００－９２１－７７５５

网站：ｈｔｔｐ：／／ａ．ｌｅａｄｆｕｎｄ．ｃｏｍ．ｃｎ／

（
２０）珠海盈米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珠海市横琴新区宝华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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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楼Ｂ１２０１－１２０３
法定代表人：肖雯

联系人：邱湘湘

电话：０２０－８９６２９０９９

传真：０２０－８９６２９０１１

客户服务电话：０２０－８９６２９０６６

网站：ｗｗｗ．ｙｉｎｇｍｉ．ｃｎ

（
２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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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系人：丁向坤

电话：０１０－５６２８２１４０

传真：０１０－６２６８０８２７

客户服务电话：４００－６１９－９０５９

网站：ｗｗｗ．ｈｃｊｉｊｉｎ．ｃｏｍ

（
２２）上海华夏财富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上海市虹口区东大名路６８７号１幢２楼２６８室
办公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３３号通泰大厦Ｂ座８层
法定代表人：李一梅

联系人：仲秋玥

电话：０１０－８８０６６６３２

传真：０１０－８８０６６５５２

客户服务电话：４００８１７５６６６

网站：ｗｗｗ．ａｍｃｆｏｒｔｕｎｅ．ｃｏｍ

（
２３）和谐保险销售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朝阳区东三环中路５５号楼２０层２３０２
办公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建国门外大街６号安邦金融中心
法定代表人：蒋洪

联系人：张楠

电话：０１０－８５２５６２１４
客户服务电话：４００８１９５５６９

０００７３３

振华科技

１００，０００

１，０９４，０００．００

０．６８

１０

６０００３０

中信证券

１６，８００

２６８，９６８．００

０．１７

（
四）期末按债券品种分类的债券投资组合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序号

债券品种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
（
％）

公允价值（
元）

－

毛鞍宁

其中：政策性金融债

１１１，８３８，０００．００

６９．９４

成善栋

廖海（
负责人）

四、基金的名称
长信先利半年定期开放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五、基金的类型
契约型开放式
六、基金的投资目标
本基金通过积极主动的资产管理，在严格控制投资组合风险的前提下，追求资产
净值的长期稳健增值
七、基金的投资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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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包括中小板、创业板和其他经中国证监会核准上市的股票）、债券（
包括国债、央行
票据、金融债券、企业债券、公司债券、中期票据、短期融资券、超短期融资券、公开发
行的次级债券、地方政府债、可转换债券及其他经中国证监会允许投资的债券）、资产
支持证券、债券回购、银行存款（
包括协议存款、定期存款及其他银行存款）、货币市场
工具、权证、国债期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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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须符合中国证监会相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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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金的投资组合比例为：股票资产占基金资产净值的比例为０％－３０％。 本基金持
有全部权证的市值不超过基金资产净值的３％。 在开放期内，本基金每个交易日日终
在扣除国债期货合约需缴纳的交易保证金后，应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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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者到期日在一年以内的政府债
券。 在封闭期内， 本基金每个交易日日终在扣除国债期货合约需缴纳的交易保证金
后，应当保持不低于交易保证金一倍的现金（
不包括结算备付金、存出保证金、应收申
购款等）。 国债期货及其他金融工具的投资比例依照法律法规或监管机构的规定执
行。
八、基金的投资策略
本基金在封闭期与开放期采取不同的投资策略。
１、封闭期投资策略
（
１）资产配置策略
本基金将利用全球信息平台、外部研究平台、行业信息平台以及自身的研究平台
等信息资源，基于本基金的投资目标和投资理念，从宏观和微观两个角度进行研究，
开展战略资产配置，之后通过战术资产配置再平衡基金资产组合，实现组合内各类别
资产的优化配置，并追求稳健的绝对收益。
（
２）债券投资策略
本基金主要采用积极管理型的投资策略， 自上而下分为战略性策略和战术性策
略两个层面，结合对各市场上不同投资品种的具体分析，共同构成本基金的投资策略
结构。
１）利率预期策略
基于对宏观经济、货币政策、财政政策等利率影响因素的分析判断，合理确定投
资组合的目标久期，提高投资组合的盈利潜力。 如果预测利率趋于上升，则适当降低
投资组合的修正久期；如果预测利率趋于下降，则适当增加投资组合的修正久期。
２）收益率曲线策略
债券市场的收益率曲线随时间变化而变化，本基金将根据收益率曲线的变化，和
对利率走势变化情况的判断，在长期、中期和短期债券间进行配置，并从相对变化中
获利。 适时采用哑铃型、梯型或子弹型投资策略，以最大限度地规避利率变动对投资
组合的影响。
３）优化配置策略
根据基金的投资目标和管理风格，分析符合投资标准的债券的各种量化指标，包
括预期收益指标、预期风险指标、流动性指标等，利用量化模型确定投资组合配置比
例，实现既定条件下投资收益的最优化。
４）久期控制策略
久期作为衡量债券利率风险的指标，反映了债券价格对收益率变动的敏感度。 本
基金通过建立量化模型，把握久期与债券价格波动之间的关系，根据未来利率变化预
期，以久期和收益率变化评估为核心，严格控制组合的目标久期。 根据对市场利率水
平的预期，在预期利率下降时，增加组合久期，以较多地获得债券价格上升带来的收
益；在预期利率上升时，减小组合久期，以规避债券价格下降的风险。 通过久期控制，
合理配置债券类别和品种。
５）风险可控策略
根据公司的投资管理流程和基金合同，结合对市场环境的判断，设定基金投资的
各项比例控制，确保基金投资满足合规性要求；同时借助有效的数量分析工具，对基
金投资进行风险预算，使基金投资更好地完成投资目标，规避潜在风险。
６）现金流管理策略
统计和预测市场交易数据和基金未来现金流， 并在投资组合配置中考虑这些因
素，使投资组合具有充分的流动性，满足未来基金运作的要求。 本基金的流动性管理
主要体现在申购赎回资金管理、交易金额控制和修正久期控制三个方面。
７）对冲性策略
利用金融市场的非有效性和趋势特征，采用息差交易、价差交易等方式，在不占
用过多资金的情况下获得息差收益和价差收益，改善基金资产的风险收益属性，获取
更高的潜在收益。 息差交易通过判断不同期限债券间收益率差扩大或缩小的趋势，在
未来某一时点将这两只债券进行置换，从而获取利息差额；买入较低价格的资产，卖
出较高价格的资产，赚取中间的价差收益。
（
３）股票投资策略
本基金采用“
自下而上”的数量化选股策略，在纪律化模型约束下，紧密跟踪策
略，严格控制运作风险，并根据市场变化趋势，定期对模型进行调整，以改进模型的有
效性，从而取得较高的收益。
本基金基于国内外证券市场运行特征的长期研究以及大量历史数据的实证检验
构建的量化模型将超额收益的来源归纳为成长因子、估值因子、基本面因子和流动性
因子。
１）成长因子
本基金考察的成长因子可以参考以下指标：ＰＥＧ、营业收入增长率、过去三年的
每年净利润增长率、净资产增长率、可持续增长率（
留存收益率＊净资产收益率）等；
２）估值因子
本基金考察的估值因子可以参考以下指标：市盈率（
ＰＥ）、市净率（
ＰＢ）、市现率
（
ＰＣＦ）、市销率（
ＰＳ）等；
３）基本面因子
本基金考察的基本面因子可以参考以下指标：总资产收益率（
ＲＯＡ）、净资产收益
率（
ＲＯＥ）、销售毛利率、主营业务收入、资产负债率、每股收益、每股现金流等；
４）流动性因子
本基金考察的流动性因子可以参考以下指标：成交量、换手率、流通市值等。
本基金将依据经济周期、行业周期、市场状态以及投资者情绪等多个层面，定期
检验各类因子的有效性以及因子之间的关联度， 采用定量的模式挑选最稳定有效的
因子集合作为选股模型的判别因子，并依据投资目标，权衡风险与收益特征，构建定
量选股模型。 模型的使用以及因子的判定方法同样需要随着市场的变化根据不同的
测试环境以及不同的测试结果进行动态的更新。
本基金利用量化模型选取最具投资价值的个股进入本基金的股票投资组合。
（
４）其他类型资产投资策略
在法律法规或监管机构允许的情况下， 本基金将在严格控制投资风险的基础上
适当参与权证、资产支持证券等金融工具的投资。
１）权证投资策略
本基金对权证的投资是在严格控制投资组合风险， 有利于实现资产保值和锁定
收益的前提下进行的。
本基金将通过对权证标的股票基本面的研究，并结合期权定价模型，评估权证的
合理投资价值，在有效控制风险的前提下进行权证投资；
本基金将通过权证与证券的组合投资，达到改善组合风险收益特征的目的，包括
但不限于卖空保护性的认购权证策略、 买入保护性的认沽权证策略， 杠杆交易策略
等，利用权证进行对冲和套利等。
２）资产支持证券投资策略
本基金将在严格控制风险的前提下， 根据本基金资产管理的需要运用个券选择
策略、交易策略等进行投资。
本基金通过对资产支持证券的发放机构、担保情况、资产池信用状况、违约率、历
史违约记录和损失比例、证券信用风险等级、利差补偿程度等方面的分析，形成对资
产证券的风险和收益进行综合评估，同时依据资产支持证券的定价模型，确定合适的
投资对象。 在资产支持证券的管理上，本基金通过建立违约波动模型、测评可能的违
约损失概率，对资产支持证券进行跟踪和测评，从而形成有效的风险评估和控制。
３）国债期货的投资策略
本基金通过对基本面和资金面的分析，对国债市场走势做出判断，以作为确定国
债期货的头寸方向和额度的依据。 当中长期经济高速增长，通货膨胀压力浮现，央行
政策趋于紧缩时，本基金建立国债期货空单进行套期保值，以规避利率风险，减少利
率上升带来的亏损；反之，在经济增长趋于回落，通货膨胀率下降，甚至通货紧缩出现
时，本基金通过建立国债期货多单，以获取更高的收益。
２、开放期投资策略
开放期内，本基金为保持较高的组合流动性，方便投资人安排投资，在遵守本基
金有关投资限制与投资比例的前提下，将主要投资于高流动性的投资品种，减小基金
净值的波动。
九、基金的业绩比较基准
本基金的业绩比较基准： 中证综合债指数收益率＊８０％＋中证５００指数收益率＊
２０％
中证综合债指数是中证指数公司编制的综合反映银行间和交易所市场国债、金
融债、企业债、央票及短融整体走势的跨市场债券指数，其选样是在中证全债指数样
本的基础上，增加了央行票据、短期融资券以及一年期以下的国债、金融债和企业债。
该指数全面地反映我国债券市场的整体价格变动趋势， 为债券投资者提供更切合的
市场基准。
中证５００指数是从上海和深圳证券市场中选取５００只Ａ股作为样本编制而成的成
份股指数，综合反映沪深证券市场内小市值公司的整体状况，具有良好的投资价值。
该指数由中证指数公司在引进国际指数编制和管理经验的基础上编制和维护， 编制
方法的透明度高，具有独立性。
根据本基金的投资范围和投资比例，选用上述业绩比较基准能够客观、合理地反
映本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
如果上述基准指数停止计算编制或更改名称，或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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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于本基金的业绩比较基准时，本基金管理人在与基金托管人协商一致，并履行适当
程序后调整或变更业绩比较基准并及时公告，而无须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
十、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
本基金为混合型基金，属于中等风险、中等收益的基金品种，其预期风险和预期
收益高于货币市场基金和债券型基金，低于股票型基金。
十一、基金投资组合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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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金托管人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根据基金合同规定，于２０１９年３月复核了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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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８年１２月３１日（
摘自本基金２０１８年４季报），本报
告中所列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
一）报告期末基金资产组合情况
序号

项目

占基金总资产的比
例（
％）

金额（
元）

网站：ｗｗｗ．ｈｘ－ｓａｌｅｓ．ｃｏｍ
１

（
北京）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４）一路财富（

权益投资

３１，９０２，４００．２０

１９．３２

其中：股票

３１，９０２，４００．２０

１９．３２

２

基金投资

３

－

－

固定收益投资

１２５，０２１，４５７．５０

７５．７０

其中：债券

１２５，０２１，４５７．５０

７５．７０

法定代表人：吴雪秀

联系人：徐越

资产支持证券

－

－

电话：０１０－８８３１２８７７－８０３２

传真：０１０－８８３１２０９９

４

贵金属投资

－

－

联系人：李鸿岩

客户服务电话：４００－００１－１５６６

网站：ｗｗｗ．ｙｉｌｕｃａｉｆｕ．ｃｏｍ

５

金融衍生品投资

－

－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

－

网址：ｗｗｗ．ｉｃｂｃ．ｃｏｍ．ｃｎ

（
２５）嘉实财富管理有限公司

６

其中： 买断式回购的买入返
售金融资产

－

－

注册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世纪大道８号上海国金中心办公楼二期５３层５３１２－１５
单元

９

国家债券

１

－

４

企业债券

－

－

企业短期融资券

－

－

６

中期票据

－

－

１３，１８３，４５７．５０

８．２４

７

可转债（
可交换债）

８

同业存单

－

９

其他

－

－

１０

合计

１２５，０２１，４５７．５０

７８．１８

债券代码

债券名称

１

１７０２０６

１７国开０６

数量（
张）

公允价值（
元）

５００，０００

３１．８８
３１．６１

２

１８０２１２

１８国开１２

５００，０００

５０，５５０，０００．００

３

１８０２１０

１８国开１０

１００，０００

１０，３１３，０００．００

６．４５

４

１２３００６

东财转债

８０，０００

９，２７９，２００．００

５．８０

５

１２８０４７

光电转债

３０，０００

３，１８５，４００．００

１．９９

（
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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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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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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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报告期末本基金投资的股指期货交易情况说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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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股指期货。
２、本基金投资股指期货的投资政策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投资股指期货。
（
十）报告期末本基金投资的国债期货交易情况说明
１、本期国债期货投资政策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投资国债期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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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国债期货。
３、本期国债期货投资评价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投资国债期货。
（
十一）投资组合报告附注
１、 报告期内本基金投资的前十名证券的发行主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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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期内本基金投资的前十名股票中，不存在超出基金合同规定备选股票库
的情形。
３、其他资产构成
序号

名称

金额（
元）

１

存出保证金

２

应收证券清算款

３

应收股利

－

４

应收利息

２，２１２，８２７．４１

５

应收申购款

－

６

其他应收款

－

７

待摊费用

－

８

其他

－

９

合计

２，５７５，０４９．８９

７，１８４．４４
３５５，０３８．０４

４、报告期末持有的处于转股期的可转换债券明细
序号

债券代码

债券名称

１

１２３００６

东财转债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
（
％）

公允价值（
元）
９，２７９，２００．００

５．８０

５、报告期末前十名股票中存在流通受限情况的说明
序号

股票代码

股票名称

流通受限部分的
公允价值（
元）

占基金资产净
值比例（
％）

１

６０００３０

中信证券

２６８，９６８．００

０．１７

份额净值
增长率①

份额净值增
长率标准差
②

业绩比较基
准收益率③

业绩比较基
准收益率标
准差④

①－③

②－④

２０１６年９月７日至
２０１６年１２月３１日

－１．７６％

０．１２％

－１．４４％

０．２０％

－０．３２％

－０．０８％

２０１７年１月１日至
２０１７年１２月３１日

－１．３１％

０．１０％

０．３５％

０．２０％

－１．６６％

－０．１０％

２０１８年１月１日至
２０１８年６月３０日

－０．３１％

０．１５％

－０．２４％

０．２９％

－０．０７％

－０．１４％

２０１８年７月１日至
２０１８年９月３０日

０．２２％

０．１７％

－０．５３％

０．２５％

０．７５％

－０．０８％

２０１８年１０月１日至
２０１８年１２月３１日

－１．００％

０．２４％

－０．６２％

０．３６％

－０．３８％

－０．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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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１、图示日期为２０１６年９月７日至２０１８年１２月３１日。
２、按基金合同规定，本基金自基金合同生效日起６个月内为建仓期。 建仓期结束
时，本基金的各项投资比例已符合基金合同的约定。
十三、费用概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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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诉讼费和仲裁费；
４、《
５、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费用；
６、基金的证券、期货交易费用；
７、基金的银行汇划费用；
８、证券／期货账户开户费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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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年费率计提。 管理费的计算方法
如下：
Ｈ＝Ｅ×１．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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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基金管理人与基金托
管人双方核对无误后，基金托管人按照与基金管理人协商一致的方式于次月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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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２％的年费率计提。 托管费的计算方
法如下：
Ｈ＝Ｅ×０．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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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基金管理人与基金托
管人双方核对无误后，基金托管人按照与基金管理人协商一致的方式于次月前５个工
作日内从基金财产中一次性支取。 若遇法定节假日、公休假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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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证券账户开户费用：证券账户开户费经基金管理人与基金托管人核对无误后，
自本基金成立一个月内由基金托管人从基金财产中划付， 如基金财产余额不足支付
该开户费用，由基金管理人于本基金成立一个月后的５个工作日内进行垫付，基金托
管人不承担垫付开户费用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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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效前所发生的信息披露费、律师费和会计师费以及其他相关费
３、《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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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五）费用调整
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协商一致并履行适当程序后， 可根据基金发展情况调
整基金管理费率、基金托管费率等相关费率。
基金管理人必须依照有关规定最迟于新的费率实施日前在指定媒介上刊登公
告。
（
六）申赎费率
１、申购费用
投资者申购本基金时交纳申购费用，申购费用按申购金额采用比例费率。 投资者
在一天之内如果有多笔申购，适用费率按单笔分别计算。 具体费率如下：
申购金额（
Ｍ，含申购费）

申购费率

Ｍ＜１０００万

１．２％

Ｍ≥１０００万

每笔１０００元

注：Ｍ为申购金额
投资者选择红利自动再投资所转成的份额不收取申购费用。
２、赎回费用
本基金的赎回费用在投资者赎回本基金份额时收取， 赎回费率随持有时间的增
加而递减，赎回具体费率如下：
持有期限（
Ｎ）

费率

Ｎ＜１２个月

１．５％

５，６６３，３４４．２２

３．４３

１２个月≤Ｎ＜１８个月

０．５％

２，５７５，０４９．８９

１．５６

１８个月≤Ｎ＜２４个月

０．１％

法定代表人：赵学军

９

合计

１６５，１６２，２５１．８１

１００．００

Ｎ≥２４个月

０

网站：ｗｗｗ．ｊｓｆｕｎｄ．ｃｎ

代码

行业类别

公允价值（
元）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
％）

Ａ

农、林、牧、渔业

－

Ｂ

采矿业

－

－

Ｃ

制造业

２３，８４８，８３２．２０

１４．９１

办公地址：北京市朝阳区阜通东大街１号院６号楼２单元２１层２２２５０７

Ｄ

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

－

－

法定代表人：钟斐斐

Ｅ

建筑业

－

－

Ｆ

批发和零售业

－

－

Ｇ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

－

Ｈ

住宿和餐饮业

－

－

（
２６）北京蛋卷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朝阳区阜通东大街１号院６号楼２单元２１层２２２５０７
联系人：侯芳芳

电话：０１０－６１８４０６８８

传真：０１０－６１８４０６９９

客户服务电话：４００－１５９９－２８８

网站：ｗｗｗ．ｄａｎｊｕａｎａｐｐ．ｃｏｍ

－

临时停牌

阶段

其他资产

客户服务电话：４００－６００－８８００

流通受限情况
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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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项之和与合计项可能存在尾差。
十二、基金的业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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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金各期间份额净值增长率及其与同期业绩比较基准收益率的比较

银行存款和结算备付金合计

传真：０２１－６８８８００２３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
例（
％）

５０，９７５，０００．００

８

电话：０２１－３８７８９６５８

－

（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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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序号

７

注：本基金本报告期未通过港股通交易机制投资港股。
（
二）报告期末按行业分类的股票投资组合
１、报告期末按行业分类的境内股票投资组合

－

５

办公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建国路９１号金地中心Ａ座６层
联系人：王宫

１．９５

６９．９４

蒋燕华（
蒋燕华、蔡玉芝为经办
注册会计师）

注册地址：上海市徐汇区长乐路９８９号４５层

１．３８

３，１２０，０００．００

－

廖海、刘佳

（
９）申万宏源证券有限公司

１．７９

２，２０５，５８８．００

１１１，８３８，０００．００

孙红辉

网址：ｗｗｗ．ｓｔｏｃｋ．ｐｉｎｇａｎ．ｃｏｍ

２，８５５，６００．００

８６，８００

央行票据

联系人

客户服务电话：９５５１１一８

１１０，０００

金融债券

０２１－２２２８２５５１

联系人：王阳

石基信息
万孚生物

６００９６７

２

０２１－２２２８００７１

传真：０７５５－８２４００８６２

３００，０００

００２１５３
３００４８２

３

０２１－５１１５０２９８

电话：０７５５－２２６２６３９１

内蒙一机

７
８

办公地址

０２１－５１１５０３９８

法定代表人：何之江

２．２４

北京市东城区东长安街１号东
方广场安永大楼１７层

０２１－６１００９９９９

办公地址：深圳市福田区金田路大中华国际交易广场８楼（
５１８０４８）

２．２６

上海市浦东新区世纪大道１００
号５０楼

０２１－６１００９８００

网址：ｗｗｗ．ｇｕｏｄｕ．ｃｏｍ

３，６０８，８８８．１２
３，５７９，５５６．０８

上海市浦东南路２５６号华夏
银行大厦１４０５室

传真

传真：０１０－８４１８３３１１－３３８９

３００，０００

上海市浦东南路２５６号华夏
银行大厦１４０５室

联系电话

客户服务电话：４００－８１８－８１１８

２４９，９２３
４９９，９３８

中国（
上海）自由贸易试验
区银城中路６８号９楼

法定代表人

电话：０１０－８４１８３３８９

扬杰科技
石化机械

０００９７７

上海市浦东新区银城中路
６８号９楼

办公地址：北京市东城区东直门南大街３号国华投资大厦９层１０层
联系人：李弢

２．９９

３００３７３
０００８５２

注册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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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少华

４，７７６，０００．００

４

６

信息类型

浪潮信息

公允价值

５

３

客户服务电话：９５３２５或４００－８６０－８８６６
网站：ｗｗｗ．ｋｙｓｅｃ．ｃｎ
基金管理人可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 选择其他符合要求的机构代理销售本
基金，并及时公告。
二）其他相关机构
（

数量（
股）

占基金资产净值
比例（
％）

股票名称
大族激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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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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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系人：季平伟
电话：０７５５－８３１９８８８８
传真：０７５５－８３１９５１０９
客户服务电话：９５５５５
网址：ｗｗｗ．ｃｍｂｃｈｉｎａ．ｃｏｍ

Ｌ
Ｍ

７，７８４，６００．００

００２００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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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系人：王菁
传真：０２１－５８４０８４８３
网址：ｗｗｗ．ｂａｎｋｃｏｍｍ．ｃｏｍ

房地产业

股票代码

注册地址：深圳市福田区益田路５０３３号平安金融中心６１层－６４层

（
２）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上海市银城中路１８８号
办公地址：上海市银城中路１８８号
法定代表人：彭纯
电话：０２１－５８７８１２３４
客户服务电话：９５５５９

金融业

１

（
８）平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场外代销机构
（
１）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中国北京复兴门内大街５５号
办公地址：中国北京复兴门内大街５５号
法定代表人：易会满
电话：０１０－６６１０５６６２
客户服务电话：９５５８８

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序号

固收专户投资部投资经理

二、基金托管人
（
一）基金托管人概况
１、基本情况
名称：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招商银行”）
设立日期：１９８７年４月８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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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册资本：２５２．２０亿元
法定代表人：李建红
行长：田惠宇
资产托管业务批准文号：证监基金字［
２００２］８３号
电话：０７５５一８３１９９０８４
传真：０７５５一８３１９５２０１
资产托管部信息披露负责人：张燕
２、发展概况
招商银行成立于１９８７年４月８日， 是我国第一家完全由企业法人持股的股份制商
业银行，总行设在深圳。 自成立以来，招商银行先后进行了三次增资扩股，并于２００２年
股票代码：６０００３６），是国内第一家
３月成功地发行了１５亿Ａ股，４月９日在上交所挂牌（
采用国际会计标准上市的公司。 ２００６年９月又成功发行了２２亿Ｈ股，９月２２日在香港联
交所挂牌交易（
股票代码：３９６８），１０月５日行使Ｈ股超额配售，共发行了２４．２亿Ｈ股。 截
至２０１８年９月３０日， 本集团 总 资产６５，０８６．８１亿 元 人民 币， 高级法下资本充足率
１５．４６％，权重法下资本充足率１２．８０％。
２００２年８月，招商银行成立基金托管部；２００５年８月，经报中国证监会同意，更名为
资产托管部，下设业务管理室、产品管理室、业务营运室、稽核监察室、基金外包业务
室５个职能处室，现有员工８０人。 ２００２年１１月，经中国人民银行和中国证监会批准获得
证券投资基金托管业务资格， 成为国内第一家获得该项业务资格上市银行；２００３年４
月，正式办理基金托管业务。 招商银行作为托管业务资质最全的商业银行，拥有证券
投资基金托管、受托投资管理托管、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托管（
ＱＦＩＩ）、合格境内机构
投资者托管（
ＱＤＩＩ）、全国社会保障基金托管、保险资金托管、企业年金基金托管等业
务资格。
招商银行确立“
因势而变、先您所想”的托管理念和“
财富所托、信守承诺”的托管
核心价值，独创“
保护您的业务、保护您的财富”为历史使
６Ｓ托管银行”品牌体系，以“
网上托管银行系统”、托管业务
命，不断创新托管系统、服务和产品：在业内率先推出“
综合系统和“
６心”托管服务标准，首家发布私募基金绩效分析报告，开办国内首个托
管银行网站，成功托管国内第一只券商集合资产管理计划、第一只ＦＯＦ、第一只信托
资金计划、第一只股权私募基金、第一家实现货币市场基金赎回资金Ｔ＋１到账、第一只
境外银行ＱＤＩＩ基金、第一只红利ＥＴＦ基金、第一只“
１＋Ｎ”基金专户理财、第一家大小非
解禁资产、第一单ＴＯＴ保管，实现从单一托管服务商向全面投资者服务机构的转变，
得到了同业认可。
财资》
招商银行资产托管业务持续稳健发展，社会影响力不断提升，四度蝉联获《
“
中国最佳托管专业银行”。 ２０１６年６月招商银行荣膺《
财资》“
中国最佳托管银行奖”，
成为国内唯一获得该奖项的托管银行；“
托管通”获得国内《
银行家》２０１６中国金融创
新“
十佳金融产品创新奖”；７月荣膺２０１６年中国资产管理【
金贝奖】“
最佳资产托管银
行”；２０１７年６月再度荣膺《
财资》“
中国最佳托管银行奖”， “
全功能网上托管银行２．０”
荣获《
银行家》２０１７中国金融创新“
十佳金融产品创新奖”；８月荣膺国际财经权威媒体
《
亚洲银行家》“
中国年度托管银行奖”，２０１８年１月获得中央国债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
司“
托管大数据平台风险管理系
２０１７年度优秀资产托管机构”奖项，同月招商银行“
金点子”方案一等奖，以及中央金融团工委、全国
统”荣获２０１６－２０１７年度银监会系统“
金融青联第五届“
双提升”金点子方案二等奖；３月招商银行荣获公募基金２０年“
最佳
基金托管银行”奖，５月荣膺国际财经权威媒体《
亚洲银行家》“
中国年度托管银行奖”。
二）主要人员情况
（
李建红先生，本行董事长、非执行董事，２０１４年７月起担任本行董事、董事长。 英国
东伦敦大学工商管理硕士、吉林大学经济管理专业硕士，高级经济师。 招商局集团有
限公司董事长，兼任招商局国际有限公司董事会主席、招商局能源运输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中国国际海运集装箱（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招商局华建公路投资有限
公司董事长和招商局资本投资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 曾任中国远洋运输（
集团）总公
司总裁助理、总经济师、副总裁，招商局集团有限公司董事、总裁。
田惠宇先生，本行行长、执行董事，２０１３年５月起担任本行行长、本行执行董事。 美
国哥伦比亚大学公共管理硕士学位，高级经济师。 曾于２００３ 年７ 月至２０１３年５月历任
上海银行副行长、中国建设银行上海市分行副行长、深圳市分行行长、中国建设银行
零售业务总监兼北京市分行行长。
王良先生，本行副行长，货币银行学硕士，高级经济师。 １９９１年至１９９５年，在中国
科技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工作；１９９５年６月至２００１年１０月， 历任招商银行北京分行展览
路支行、东三环支行行长助理、副行长、行长、北京分行风险控制部总经理；２００１年１０
月至２００６年３月，历任北京分行行长助理、副行长；２００６年３月至２００８年６月，任北京分
行党委书记、副行长（
主持工作）；２００８年６月至２０１２年６月，任北京分行行长、党委书
记；２０１２年６月至２０１３年１１月，任招商银行总行行长助理兼北京分行行长、党委书记；
２０１３年１１月至２０１４年１２月，任招商银行总行行长助理；２０１５年１月起担任本行副行长；
２０１６年１１月起兼任本行董事会秘书。
姜然女士，招商银行资产托管部总经理，大学本科毕业，具有基金托管人高级管
理人员任职资格。 先后供职于中国农业银行黑龙江省分行，华商银行，中国农业银行
深圳市分行，从事信贷管理、托管工作。 ２００２年９月加盟招商银行至今，历任招商银行总
行资产托管部经理、高级经理、总经理助理等职。 是国内首家推出的网上托管银行的主
要设计、开发者之一，具有２０余年银行信贷及托管专业从业经验。 在托管产品创新、服
务流程优化、市场营销及客户关系管理等领域具有深入的研究和丰富的实务经验。
（
三）基金托管业务经营情况
截至２０１８年９月３０日，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累计托管４０１只开放式基金。
（
四） 托管人的内部控制制度
内部控制目标
招商银行确保托管业务严格遵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行业监管制度， 自觉形成
守法经营、规范运作的经营思想和经营理念；形成科学合理的决策机制、执行机制和
监督机制，防范和化解经营风险，确保托管业务的稳健运行和托管资产的安全；建立
有利于查错防弊、堵塞漏洞、消除隐患，保证业务稳健运行的风险控制制度，确保托管
业务信息真实、准确、完整、及时；确保内控机制、体制的不断改进和各项业务制度、流
程的不断完善。
内部控制组织结构
招商银行资产托管业务建立三级内控风险防范体系：
一级风险防范是在招商银行总行风险管控层面对风险进行预防和控制；
二级风险防范是招商银行资产托管部设立稽核监察室， 负责部门内部风险预防
和控制；
三级风险防范是招商银行资产托管部在设置专业岗位时，遵循内控制衡原则，视
业务的风险程度制定相应监督制衡机制。
内部控制原则
（
１）全面性原则。 内部控制覆盖各项业务过程和操作环节、覆盖所有室和岗位。
（
２）审慎性原则。 托管组织体系的构成、内部管理制度的建立均以防范风险、审慎
经营为出发点，以有效防范各种风险作为内部控制的核心，体现“
内控优先”的要求。
（
３）独立性原则。 招商银行资产托管部各室、各岗位职责保持相对独立，不同托管
资产之间、托管资产和自有资产之间相互分离。 内部控制的检查、评价部门独立于内
部控制的建立和执行部门。
（
４）有效性原则。 内部控制具有高度的权威性，任何人不得拥有不受内部控制约
束的权利，内部控制存在的问题能够得到及时的反馈和纠正。
（
５）适应性原则。 内部控制适应招商银行托管业务风险管理的需要，并能够随着
托管业务经营战略、经营方针、经营理念等内部环境的变化和国家法律、法规、政策制
度等外部环境的改变及时进行修订和完善。
（
６）防火墙原则。 招商银行资产托管部配备独立的托管业务技术系统，包括网络
系统、应用系统、安全防护系统、数据备份系统。
（
７）重要性原则。 内部控制在实现全面控制的基础上，关注重要托管业务事项和
高风险领域。
（
８）制衡性原则。 内部控制能够实现在托管组织体系、机构设置及权责分配、业务
流程等方面形成相互制约、相互监督，同时兼顾运营效率。
内部控制措施
（
１）完善的制度建设。 招商银行资产托管部从资产托管业务内控管理、产品受理、
会计核算、资金清算、岗位管理、档案管理和信息管理等方面制定一系列规章制度，保
证资产托管业务科学化、制度化、规范化运作。
（
２）经营风险控制。 招商银行资产托管部制定托管项目审批、资金清算与会计核
算双人双岗、大额资金专人跟踪、凭证管理等一系列完整的操作规程，有效地控制业
务运作过程中的风险。
（
３）业务信息风险控制。 招商银行资产托管部在数据传输和保存方面有严格的加
密和备份措施，采用加密、直连方式传输数据，数据执行异地实时备份，所有的业务信
息须经过严格的授权方能进行访问。
（
４） 客户资料风险控制。 招商银行资产托管部对业务办理过程中形成的客户资
料，视同会计资料保管。 客户资料不得泄露，有关人员如需调用，须经总经理室成员审
批，并做好调用登记。
（
５）信息技术系统风险控制。 招商银行对信息技术系统管理实行双人双岗双责、
机房２４小时值班并设置门禁管理、电脑密码设置及权限管理、业务网和办公网、托管
业务网与全行业务网双分离制度，与外部业务机构实行防火墙保护，对信息技术系统
采取两地三中心的应急备份管理措施等，保证信息技术系统的安全。
（
６）人力资源控制。 招商银行资产托管部通过建立良好的企业文化和员工培训、
激励机制、加强人力资源管理及建立人才梯级队伍及人才储备机制，有效的进行人力
资源管理。
（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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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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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基金合同、托管协议的约定，对基金投资范围、投资比
例、投资组合等情况的合法性、合规性进行监督和核查。
在为基金投资运作所提供的基金清算和核算服务环节中， 基金托管人对基金管
理人发送的投资指令、基金管理人对各基金费用的提取与支付情况进行检查监督，对
违反法律法规、基金合同的指令拒绝执行，并立即通知基金管理人。
基金托管人如发现基金管理人依据交易程序已经生效的投资指令违反法律、行
政法规和其他有关规定，或者违反基金合同约定，及时以书面形式通知基金管理人进
行整改，整改的时限应符合法律法规及基金合同允许的调整期限。 基金管理人收到通
知后应及时核对确认并以书面形式向基金托管人发出回函并改正。 基金管理人对基
金托管人通知的违规事项未能在限期内纠正的，基金托管人应报告中国证监会。
三、相关服务机构
（
一）基金份额销售机构
１、直销中心：长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中国（
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银城中路６８号９楼
办公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银城中路６８号时代金融中心９楼
法定代表人：成善栋
联系人：陈竹君
电话：０２１－６１００９９１６
传真：０２１－６１００９９１７
客户服务电话：４００－７００－５５６６
公司网站：ｗｗｗ．ｃｘｆｕｎｄ．ｃｏｍ．ｃｎ

Ｉ
Ｊ
Ｋ

（
２８）开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固收多策略部总监

注：上述人员之间均不存在近亲属关系

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深圳市深南中路１０９９号平安银行大厦

副总经理、投资决策委员会执行委员、长信内需成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长信双利优
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和长信先机两年定期开放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的基
金经理

卢靖

成善栋

（
２７）上海基煜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总经理、投资决策委员会主任委员

陈言午

组织形式

非独立董事

职务

（
４）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覃波

李欣

法定代表人

陈谋亮

姓名

冯彬

批准设立文号

刘元瑞

投资决策委员会成员

宋海岸

注册资本

股权结构

基金管理人：长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基金托管人：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注：Ｎ为持有期限
对于持有期少于６个月的基金份额所收取的赎回费，全额计入基金财产；对于持
有期长于６个月的基金份额所收取的赎回费，其２５％计入基金财产。 未计入基金财产
部分用于支付登记费和必要的手续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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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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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并结合本基金管理人对基金实施的投资经营活动，对本基金招募说明书进行了更新，
主要更新的内容如下：
三、基金管理人”部分，更新了基金经理相关信息。
１、在“
长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二〇一九年九月十九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