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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达宏利京元宝货币市场基金更新招募说明书摘要
重要提示
泰达宏利京元宝货币市场基金（
以下简称“
本基金”）已于２０１６年９月２０日经中
国证监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６］２１４１号文注册，基金合同于２０１６年１１月２３日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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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资有风险，投资人认购（
或申购）基金时应认真阅读本招募说明书。
基金管理人管理的其他基金的业绩不构成对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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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
产，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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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收益会因为证券市场波动等因素产生波动，投
资者购买本货币市场基金并不等于将资金作为存款存放在银行或存款类金融机
构，基金管理人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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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基金的特定风险等。
本基金为货币市场基金，预期风险和预期收益率低于股票型基金、混合型基
金和债券型基金。
基金的过往业绩并不预示其未来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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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
信息披露文件，自主判断基金的投资价值，自主做出投资决策，自行承担投资风
险。
本基金本次更新招募说明书对“
三、基金管理人”部分内容进行更新，相关信
息更新截止日为２０１９年１０月１６日。 除非另有说明，本更新招募说明书所载内容截
止日为２０１９年５月２３日，有关数据和净值表现截止日为２０１９年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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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名称：泰达宏利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设立日期：２００２年６月６日
住所：北京市朝阳区针织路２３号楼中国人寿金融中心６层０２－０７单元
办公地址：北京市朝阳区针织路２３号楼中国人寿金融中心６层０２－０７单元
法定代表人：弓劲梅
组织形式：有限责任公司
信息披露联系人：聂志刚
联系电话：０１０－６６５７７６７８
注册资本：一亿八千万元人民币
股权结构：天津市泰达国际控股（
集团）有限公司：５１％；宏利投资管理（
香港）
有限公司：４９％
泰达宏利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原名湘财合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湘财荷银基
金管理有限公司、泰达荷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成立于２００２年６月，是中国首批合
资基金管理公司之一。 截至目前， 公司管理着包括泰达宏利价值优化型系列基
金、泰达宏利行业精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泰达宏利风险预算混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泰达宏利货币市场基金、泰达宏利效率优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ＬＯＦ）、泰
达宏利首选企业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泰达宏利市值优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泰达宏利集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泰达宏利品质生活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
资基金、泰达宏利红利先锋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泰达宏利沪深３００指数增强型
证券投资基金、泰达宏利领先中小盘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泰达宏利聚利债券型
证券投资基金（
ＬＯＦ）、泰达宏利中证５００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泰达宏利逆向策
略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泰达宏利宏达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泰达宏利淘利债券
型证券投资基金、泰达宏利转型机遇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泰达宏利改革动力量
化策略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泰达宏利创盈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泰达宏利复兴伟业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泰达宏利新起点灵活配
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泰达宏利蓝筹价值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泰达宏利新思
路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泰达宏利创益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泰达宏利活期友货币市场基金、 泰达宏利同顺大数据量化优选灵活配置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泰达宏利汇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泰达宏利量化增强股票型证
券投资基金、泰达宏利定宏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泰达宏利创金灵活配置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泰达宏利亚洲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泰达宏利睿智稳健灵活配置
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泰达宏利京元宝货币市场基金、泰达宏利纯利债券型证券
投资基金、泰达宏利溢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泰达宏利恒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
金、泰达宏利睿选稳健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泰达宏利启富灵活配置混
合型证券投资基金、泰达宏利港股通优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泰达宏利业绩驱
动量化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泰达宏利全能优选混合型基金中基金（
ＦＯＦ）、泰达
宏利交利３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泰达宏利金利３个月定期
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泰达宏利绩优增长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泰达宏利泽利３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泰达宏利泰和
平衡养老目标三年持有期混合型基金中基金（
ＦＯＦ）、泰达宏利印度机会股票型证
券投资基金（
ＱＤＩＩ）、泰达宏利年年添利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泰达宏利
鑫利半年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泰达宏利永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泰
达宏利品牌升级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在内的五十多只证券投资基金。
（
二）主要人员情况
１、董事会成员
弓劲梅女士，董事长。 拥有天津南开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 曾担任天津信托
有限责任公司研究员，天弘基金管理有限公司高级研究员，天津泰达投资控股有
限公司高级项目经理，天津市泰达国际控股（
集团）有限公司融资与风险管理部
副部长。 现任天津市泰达国际控股（
集团）有限公司资产管理部部长。
杜汶高先生，董事。 毕业于美国卡内基梅隆大学，持有数学及管理科学理学
士学位，现为宏利资产管理（
亚洲）总裁兼亚洲区主管及宏利资产管理（
香港）有
限公司董事， 掌管亚洲及日本的投资事务， 专责管理宏利于区内不断壮大的资
产，并确保公司的投资业务符合监管规定。 出任现职前，杜先生掌管宏利于亚洲
区（
香港除外）的投资事务。 ２００１年至２００４年，负责波士顿领导机构息差产品的开
发工作。 杜先生于２００１年加入宏利，之前任职于一家环球评级机构，曾获派驻纽
约、伦敦及悉尼担任杠杆融资及资产担保证券等不同部门的主管，拥有二十多年
的资本市场经验。
杨雪屏女士， 董事。 拥有天津大学工科学士和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硕士学
位。 １９９５年至２００３年曾在天津青年报社、经济观察报社、滨海时报社等报社担任
记者及编辑；２００３年至２０１２年就职于天津泰达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办公室秘书科；
自２０１２年至今就职于天津市泰达国际控股（
集团）有限公司，曾担任资产管理部
高级项目经理，现任综合办公室副主任。
刁锋先生，董事。 拥有南开大学经济学学士、经济学硕士及经济学博士学位。
曾担任天津北方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交易员、信托经理，渤海财产保险股份有
限公司资金运用部部门总助，天津泰达投资控股有限公司高级项目经理。 现任天
津市泰达国际控股（
集团）有限公司财务部部长，渤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渤海财
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及天津信托有限责任公司董事等职。
陈展宇先生， 董事， 拥有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经济学理学士学
香港）有限公司亚洲区机构投资业务部主管，兼任北亚区
位，现任宏利资产管理（
财富及资产管理部主管（
日本除外）。 加入宏利前，陈展宇先生曾先后任职于怡富
基金有限公司、时佳达投资管理（
亚洲）有限公司、高盛（
亚洲）资产管理部、源富
资产管理（
亚洲）有限公司等。 陈先生持有特许金融分析师执照。
张凯女士，董事，拥有美国曼荷莲学院经济学学士、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工商
管理硕士学位。 现任中宏人寿保险有限公司首席执行官和总经理。 出任现职前，
张凯女士曾担任花旗中国副行长、零售金融业务总裁。 加入花旗前，张凯女士曾
担任麦肯锡管理咨询公司顾问以及华信惠悦咨询公司的精算分析师。 张凯女士
在北美和亚洲金融业拥有２０多年的经验。
何自力先生，独立董事，１９８２年毕业于南开大学，经济学博士。 １９７５年至１９７８
年，于宁夏国营农场和工厂务农和做工：１９８２年至１９８５年，于宁夏自治区党务从事
教学和科研工作；１９８８年至今任职于南开大学，历任经济学系系主任、经济学院
副院长，担任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中国经济发展研究会副会长和秘书长、天津
经济学会副会长；２００２年１月至７月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作访问学
者。
张建强先生，独立董事。 二级律师，南开大学法学学士、国际经济法硕士。 曾
担任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法官。 现任天津建嘉律师事务所主任，天津仲裁委员会
仲裁员，天津市律师协会理事，担任天津市政府、河西区政府、北辰区政府，多家
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法律顾问，万达、招商、保利等房地产企业法律顾问，以及
天津物产集团等大型国有企业的法律顾问等职。 主要业务领域：金融、房地产、公
司、投资。
查卡拉·西索瓦先生，独立董事。 拥有艾戴克高等商学院（
北部）工商管理学
士、法国金融分析学院财务分析学位、芝加哥商学院工商管理学硕士等学位。 曾
担任欧洲联合银行（
巴黎）组合经理助理、组合经理，富达管理与研究有限公司
（
东京）高级分析师，ＮａｔＷｅｓｔ Ｓｅｃｕｒｉｔｉｅｓ Ａｓｉａ亚洲运输研究负责人，Ｃｒｅｄｉｔ Ｌｙｏｎｎａｉｓ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ｓｓｅｔ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研究部主管、高级分析师，Ｃｏｍｇｅｓｔ远东有限公司董
事总经理、基金经理及董事。 现任Ｊａｙｕ Ｌｔｄ．负责人。
樸睿波先生，独立董事。 拥有美国西北大学经济学学士、美国西北大学凯洛
格管理学院管理学硕士、美国西北大学凯洛格管理学院金融学博士等学位。 曾担
任联邦储备系统管理委员会金融经济师， 芝加哥商业交易所高级金融经济师，
波士顿）董
Ｅｎｎｉｓ Ｋｎｕｐｐ ＆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ｓ合伙人、研究主管，Ｍａｒｔｉｎｇａｌｅ资产管理公司（
事，Ｃｏｍｍｅｒｚ 国际资本管理（
德国）联合首席执行官／副执行董事，德国商
ＣＩＣＭ）（
业银行 （
英国）资产管理部门董事总经理。 现任上海交通大学高级金融学院实践
教授。
２、监事会成员
许宁先生，监事长。 毕业于南开大学，经济学硕士。 １９９１年至２００８年任职于天
津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２００８年加入天津市泰达国际控股（
集团）有限公司，担任
党委委员、董事会秘书、综合办公室主任。
吴纪泽先生，监事。 毕业于新南威尔士大学（
澳大利亚悉尼），商学硕士（
金融
专业）。 现任宏利资产管理公司（
香港）北亚区投资业务部业务伙伴关系管理总
监。 曾任宏利投信（
台湾）产品开发部襄理、宏利投信（
台湾）产品开发部副理、宏
利资产管理公司（
香港）北亚区投资业务部业务发展高级经理、业务伙伴关系管
理副总监等职。 加入宏利前，吴纪泽先生曾先后任职于台湾龙扬资产管理、台湾
宝来金融集团、ＡＩＧ投资管理等。 吴纪泽先生在跨国资产管理公司和投资银行积
累了十六年的跨境战略发展、产品开发与咨询以及市场研究经验。
廖仁勇先生，职工监事。 人力资源管理在职研究生，曾在联想集团有限公司、
中信国检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从事人力资源管理工作；２００７年６月加入泰达宏利基
金管理有限公司，曾任人力资源部招聘与培训主管、人力资源部总经理助理、人
力资源部副总经理，自２０１９年７月起担任人力资源部总经理。
３、高级管理人员
弓劲梅女士，董事长。 简历同上。
傅国庆先生，副总经理。 毕业于南开大学和美国罗斯福大学，获文学学士和
工商管理硕士学位，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ＥＭＢＡ。 １９９３年至２００６年就职于北
方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从事信托业务管理工作，期间曾任办公室主任、研发
部经理、信托业务总部总经理、董事会秘书、以及公司副总经理。 ２００６年９月起任
泰达宏利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财务总监；２００７年１月起任公司副总经理兼财务总
监；２０１９年６月起任公司副总经理兼财务总监、首席信息官；２０１９年８月起代理公司
总经理，期限不超过９０天。
刘晓玲女士，副总经理，毕业于河北大学，获经济学学士学位。 ２００２年９月至
２０１１年７月就职于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任零售业务部渠道总监；２０１１年７月至
２０１３年９月任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零售业务部负责人；２０１３年９月至２０１５年４月
任泰康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公募事业部市场总监；２０１５年４月加入融通基金管
理有限公司，２０１５年９月至２０１８年７月任融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副总经理；２０１８年８
月加入泰达宏利基金管理有限公司，２０１８年９月起任泰达宏利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
聂志刚先生，督察长。 毕业于复旦大学，获经济学学士、法律硕士学位。 ２００４
年１２月至２００７年５月就职于中国证监会上海监管局；２００７年５月至２０１０年５月任中
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法律合规部部门总经理；２０１０年５月至２０１１年５月任富国基金
管理有限公司监察稽核部部门总经理；２０１１年５月至２０１３年５月任中海基金管理有
限公司风险管理部部门总经理兼风控总监；２０１３年５月至２０１５年９月任太平洋保险
集团有限公司集团审计中心投资条线首席审计师；２０１５年９月至２０１７年１０月任银
河期货有限公司首席风险官；２０１７年１０月至２０１８年８月任天风期货股份有限公司
首席风险官。 ２０１８年８月加入泰达宏利基金管理有限公司，２０１８年１１月起任公司
督察长。
４、基金经理
丁宇佳女士， 中央财经大学理学学士；２００８年７月加入泰达宏利基金管理有
限公司，先后担任交易部交易员、固定收益部研究员、基金经理助理、基金经理、
固定收益部总经理兼基金经理等职；２０１５年３月２６日至今担任泰达宏利货币市场
基金基金经理；２０１５年６月１６日至今担任泰达宏利淘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
经理；２０１５年６月１６日至今担任泰达宏利宏达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经理；
２０１６年９月２６日至今担任泰达宏利集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经理；２０１６年１１
月２３日至今担任本基金基金经理；２０１６年１１月２５日至今担任泰达宏利纯利债券型
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经理；２０１７年１月２２日至今担任泰达宏利恒利债券型证券投资
基金基金经理；２０１９年１月２９日至今担任泰达宏利活期友货币市场基金基金经
理； ２０１９年１月３１日至今担任泰达宏利年年添利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经理；２０１９年８月１６日至今担任泰达宏利鑫利半年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
基金基金经理。 具备１１年基金从业经验，１１年证券投资管理经验，具有基金从业
资格。
李祥源先生：澳洲国立大学金融学硕士；２０１５年６月８日加入泰达宏利基金管
理有限公司，任职于固定收益部，先后担任助理研究员、研究员、分析师、基金经
理助理，负责债券研究分析工作，现任基金经理。 ２０１９年１０月１６日至今担任泰达
宏利活期友货币市场基金基金经理；２０１９年１０月１６日至今担任泰达宏利货币市
场基金基金经理；２０１９年１０月１６日至今担任泰达宏利集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经理；２０１９年１０月１６日至今担任泰达宏利京元宝货币市场基金基金经理；
２０１９年１０月１６日至今担任泰达宏利年年添利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
经理；２０１９年１０月１６日至今担任泰达宏利鑫利半年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
金基金经理；具备４年证券从业经验，具有基金从业资格。
５、投资决策委员会成员名单
投资决策委员会成员由公司代理总经理傅国庆、投资副总监戴洁、投资副总
监刘欣、研究部总监张勋、固定收益部总经理丁宇佳、资深基金经理吴华、基金经
理兼首席策略分析师庄腾飞、基金经理庞宝臣、基金经理傅浩、国际业务部总经
理助理兼基金经理李安杰、信用研究部主管王龙组成。 督察长聂志刚列席会议。
投资决策委员会根据决策事项，可分类为固定收益类事项、权益类事项、其
它事项：
（
１）固定收益类事项由傅国庆、丁宇佳、庞宝臣、傅浩、李安杰、王龙表决。
（
２）权益类事项由戴洁、刘欣、张勋、吴华、庄腾飞表决。
（
３）其它事项由全体成员参与表决。
６、上述人员之间均不存在近亲属关系。
（
三）基金管理人的职责
１、依法募集资金，办理或者委托经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机构代为办理基
金份额的发售、申购、赎回和登记事宜；
２、办理本基金备案手续；
３、对所管理的不同基金财产分别管理、分别记账，进行证券投资；
４、按照基金合同的约定确定基金收益分配方案，及时向基金份额持有人分
配收益；
５、进行基金会计核算并编制基金财务会计报告；
６、编制季度、半年度和年度基金报告；
７、计算并公告基金资产净值，各类基金份额的每万份基金已实现收益和７日
年化收益率；
８、办理与基金财产管理业务活动有关的信息披露事项；
９、按照规定召集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
１０、保存基金财产管理业务活动的记录、账册、报表和其他相关资料；

基金管理人：泰达宏利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１１、以基金管理人名义，代表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行使诉讼权利或者实施其
他法律行为；
１２、有关法律、法规和中国证监会规定的其他职责。
（
四）基金管理人承诺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以下简称“
《
证券
１、基金管理人承诺不从事违反《
法》”）的行为，并承诺建立健全内部控制制度，采取有效措施，防止违反《
证券法》
行为的发生。
基金法》的行为，并承诺建立健全内部风险
２、基金管理人承诺不从事违反《
控制制度，采取有效措施，防止下列行为的发生：
（
１）将其固有财产或者他人财产混同于基金资产从事证券投资；
（
２）不公平地对待其管理的不同基金资产；
（
３）承销证券；
（
４）违反规定向他人贷款或者提供担保；
（
５）从事可能使基金财产承担无限责任的投资；
（
６）法律、行政法规和中国证监会规定禁止的其他行为。
３、基金管理人承诺不从事证券法规规定禁止从事的其他行为。
４、基金管理人承诺加强人员管理，强化职业操守，督促和约束员工遵守国家
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及行业规范，诚实信用、勤勉尽责，不从事以下活动：
（
１）越权或违规经营；
（
２）违反基金合同或托管协议；
（
３）故意损害基金份额持有人或其他基金相关机构的合法权益；
（
４）在包括向中国证监会报送的资料中进行虚假信息披露；
（
５）拒绝、干扰、阻挠或严重影响中国证监会依法监管；
（
６）玩忽职守、滥用职权，不按照规定履行职责；
（
７）违反法律法规的规定，泄露在任职期间知悉的有关证券、基金的商业秘
密、尚未依法公开的基金投资内容、基金投资计划等信息，或泄露因职务便利获
取的未公开信息、利用该信息从事或者明示、暗示他人从事相关的交易活动；
（
８）除按本公司制度进行基金运作投资外，直接或间接进行其他股票投资；
（
９）协助、接受委托或以其他任何形式为其他组织或个人进行证券交易；
（
１０）违反证券交易场所业务规则，利用对敲、对倒、倒仓等手段操纵市场价
格，扰乱市场秩序；
（
１１）贬损同行，以提高自己；
（
１２）在公开信息披露和广告中故意含有虚假、误导、欺诈成分；
（
１３）以不正当手段谋求业务发展；
（
１４）有悖社会公德，损害证券投资基金人员形象；
（
１５）其他法律、行政法规禁止的行为。
５、基金经理承诺
（
１）依照有关法律法规和基金合同的规定，本着勤勉谨慎的原则为基金份额
持有人谋取最大利益；
（
２）不利用职务之便为自己、受雇人或任何第三者谋取利益；
（
３）不泄露在任职期间知悉的有关证券、基金的商业秘密，尚未依法公开的
基金投资内容、基金投资计划等信息或利用该信息从事或者明示、暗示他人从事
相关的交易活动；
（
４）不以任何形式为其他组织或个人进行证券交易。
（
五）基金管理人的内部控制制度
１、内部控制的原则
（
１）全面性原则：内部控制必须覆盖公司的所有部门和岗位，渗透各项业务
过程和业务环节；
（
２）独立性原则：设立独立的监察稽核与风险管理部，监察稽核与风险管理
部保持高度的独立性和权威性， 负责对公司各部门风险控制工作进行稽核和检
查；
（
３）相互制约原则：各部门在内部组织结构的设计上要形成一种相互制约的
机制，建立不同岗位之间的制衡体系；
（
４）定性和定量相结合原则：建立完备的风险管理指标体系，使风险管理更
具客观性和操作性。
２、内部控制的体系结构
公司的内部控制体系结构是一个分工明确、相互牵制的组织结构，由最高管
理层对内部控制负最终责任，各个业务部门负责本部门的风险评估和监控，监察
稽核部负责监察公司的风险管理措施的执行。 具体而言，包括如下组成部分：
（
１）董事会：负责制定公司的内部控制政策，对内部控制负完全的和最终的
责任；
（
２）督察长：独立行使督察权利；直接对董事会负责；及时向董事会及／或董事
会下设的相关专门委员会提交有关公司规范运作和风险控制方面的工作报告；
（
３）投资决策委员会：负责指导基金财产的运作、制定本基金的资产配置方
案和基本的投资策略；
（
４）风险控制委员会：负责对基金投资运作的风险进行测量和监控；
（
５）监察稽核部：负责对公司风险管理政策和措施的执行情况进行监察，并
为每一个部门的风险管理系统的发展提供协助， 使公司在一种风险管理和控制
的环境中实现业务目标；
（
６）业务部门：风险管理是每一个业务部门最首要的责任。 部门经理对本部
门的风险负全部责任，负责履行公司的风险管理程序，负责本部门的风险管理系
统的开发、执行和维护，用于识别、监控和降低风险。
３、内部控制的措施
（
１）建立、健全内控体系，完善内控制度：公司建立、健全了内控结构，高管人
员关于内控有明确的分工，确保各项业务活动有恰当的组织和授权，确保监察稽
核工作是独立的，并得到高管人员的支持，同时置备操作手册，并定期更新；
（
２）建立相互分离、相互制衡的内控机制：建立、健全了各项制度，做到基金
经理分开，投资决策分开，基金交易集中，形成不同部门、不同岗位之间的制衡机
制，从制度上减少和防范风险；
（
３）建立、健全岗位责任制：建立、健全了岗位责任制，使每个员工都明确自
己的任务、职责，并及时将各自工作领域中的风险隐患上报，以防范和减少风险；
（
４）建立风险分类、识别、评估、报告、提示程序：分别建立了公司营运风险和
投资风险控制委员会，使用适合的程序，确认和评估与公司运作和投资有关的风
险；公司建立了自下而上的风险报告程序，对风险隐患进行层层汇报，使各个层
次的人员及时掌握风险状况，从而以最快速度作出决策；
（
５）建立内部监控系统：建立了有效的内部监控系统，如电脑预警系统、投资
监控系统，能对可能出现的各种风险进行全面和实时的监控；
（
６）使用数量化的风险管理手段：采取数量化、技术化的风险控制手段，建立
数量化的风险管理模型，用以提示指数趋势、行业及个股的风险，以便公司及时
采取有效的措施，对风险进行分散、控制和规避，尽可能地减少损失；
（
７）提供足够的培训：制定了完整的培训计划，为所有员工提供足够和适当
的培训，使员工明确其职责所在，控制风险。
４、基金管理人关于内部控制制度的声明
（
１）基金管理人承诺以上关于内部控制制度的披露真实、准确；
（
２） 基金管理人承诺根据市场变化和基金管理人发展不断完善内部合规控
制。
二、基金托管人
１、基本情况
名称：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简称：北京银行）
注册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甲１７号首层
办公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丙 １７号
法定代表人：张东宁
成立时间：１９９６ 年０１月２９日
组织形式：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
注册资本：人民币 ２１１４２９８．４２７２万元
存续期间：持续经营
基金托管资格批文及文号：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
２００８］７７６号
联系人：赵姝
联系电话：（
０１０） ６６２２ ３６９５
经营范围：吸收公众存款；发放短期、中期和长期贷款；办理国内结算；办理
票据贴现；发行金融债券；代理发行、代理兑付、承销政府债券；买卖政府债券；从
事同业拆借；提供担保；代理收付款项及代理保险业务；提供保管箱业务；办理地
方财政信用周转使用资金的委托贷款业务；外汇存款；外汇贷款；外汇汇款；外币
兑换；同业外汇拆借；国际结算；结汇、售汇；外汇票据的承兑和贴现；外汇担保；
资信调查、咨询、见证业务；买卖和代理买卖股票以外的外币有价证券；自营和代
客外汇买卖；证券结算业务；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代销业务；债券结算代理业务；
短期融资券主承销业务；经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的其它业务。
发展概况：
北京银行成立于１９９６年， 是一家中外资本融合的新型股份制银行。 成立以
来，北京银行依托中国经济腾飞崛起的大好形势，先后实现引资、上市、跨区域等
战略突破。 目前，已在北京、天津、上海、西安、深圳、杭州、长沙、南京、济南、南昌、
石家庄、乌鲁木齐等十余个中心城市以及香港、荷兰拥有６５０多家分支机构，开辟
和探索了中小银行创新发展的经典模式。
截至２０１９年３月末，北京银行资产达到２．６４万亿元，２０１９年一季度实现净利润
６３．７４亿元。 成本收入比１８．９４％，不良贷款率１．４０％，拨备覆盖率为２１４．１１％，资本充
足率１２．０８％，各项经营指标均达到国际银行业先进水平，公司价值排名中国区域
性发展银行首位，品牌价值达４４９亿元，一级资本排名全球千家大银行６３位，连续
五年跻身全球银行业百强，被誉为中国最具创新能力和发展潜力的中型银行。 ２３
年来，北京银行积极履行社会责任，在医疗、教育、慈善、赈灾等方面向社会捐助
超过３．５亿元。 凭借优异的经营业绩和优质的金融服务，北京银行赢得了社会各界
的高度赞誉，先后荣获“
全国文明单位”、“
亚洲十大最佳上市银行”、“
中国最佳城
市商业零售银行”、“
最佳区域性银行”、“
最佳支持中小企业贡献奖”、“
最佳便民
服务银行”、“
中国上市公司百强企业”、“
中国社会责任优秀企业”、“
最具持续投
中国最受尊敬企业”、“
最受尊敬银行”、“
最值得百姓信赖的
资价值上市公司”、“
银行机构”及“
中国优秀企业公民”、“
最具创新银行”、“
最佳互联网金融银行奖”
等称号。
２、资产托管部主要人员情况
刘晔女士，北京银行资产托管部总经理，硕士研究生学历。 １９９４年毕业于中
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系，１９９７年毕业于中国人民银行总行研究生部，具有十多年
银行和证券行业从业经验。 曾就职于证券公司从事债券市场和股票研究工作。 在
北京银行工作期间，先后从事贷款审查、短期融资券承销、基金销售、资产托管等
工作。 ２００８年７月至２０１２年９月任北京银行资产托管部总经理助理，２０１２年９月至
２０１４年１２月任北京银行资产托管部副总经理。 ２０１４年１２月起至今任北京银行资
产托管部总经理。
北京银行总行资产托管部充分发挥作为新兴托管银行的高起点优势， 搭建
了由高素质人才组成的专业团队，内设核算估值岗、资金清算岗、投资运作监督
岗、系统运行保障岗及风险内控岗，各岗位人员均分别具有相应的会计核算、资
产估值、资金清算、投资监督、风险控制等方面的专业知识和丰富的业务经验，
７０％的员工拥有研究生及以上学历。
３、基金托管业务经营情况
北京银行资产托管部秉持“
严谨、专业、高效”的经营理念，严格履行托管人
的各项职责，切实维护基金持有人的合法权益，为基金提供高质量的托管服务。
经过多年稳步发展，北京银行托管资产规模不断扩大，托管业务品种不断增加，
已形成包括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专户理财、证券公司资产管理计划、信托计划、银
行理财、保险资金、股权投资基金等产品在内的托管产品体系，北京银行专业高
效的托管服务赢得了客户的广泛高度认同。
（
二）基金托管人的内部控制制度
１、内部控制目标
作为基金托管人，北京银行严格遵守国家有关托管业务的法律法规、行业监
管规章和本行有关管理规定，守法经营、规范运作、严格管理，确保基金托管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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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披露，保护基金份额持有人的合法权益。
２、内部控制组织结构
北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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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产托管部设有内控监查岗，配备了专
职内控监督人员负责托管业务的内控监督工作。
３、内部控制制度及措施
北京银行资产托管部具备系统、完善的内部控制制度体系，建立了业务管理
制度、内部控制制度、业务操作流程，可以保证托管业务的规范操作和顺利进行；
业务人员均具备从业资格；业务操作严格实行经办、复核、审批制度，授权工作实
行集中控制，制约机制严格有效；业务印章按规程保管、存放、使用，账户资料严
格保管，未经授权不得查看；业务操作区封闭管理，实施音像监控；业务信息由专
职信息披露人负责，防止泄密；业务实现系统自动化操作，防止人为操作风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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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根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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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相关规定，基金托管人发现基金管理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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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应当拒绝执行，立即通知基金管理人，并及时
向证券监督管理机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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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应当立即通知基金管理人，并及时向证券监督管理机构报告。
三、相关服务机构
（
一）基金份额发售机构
１、直销机构
１）泰达宏利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直销中心
办公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７号英蓝国际金融中心南楼三层
联系人：郑小囡
联系电话：０１０－６６５７７６１７
客服信箱：ｉｒｍ＠ｍｆｃｔｅｄａ．ｃｏｍ
客服电话：４００－６９８－８８８８
传真：０１０－６６５７７７６０／６１
公司网站：ｈｔｔｐ：／／ｗｗｗ．ｍｆｃｔｅｄａ．ｃｏｍ
２）泰达宏利基金网上直销系统
（
１）网上交易系统网址：ｈｔｔｐｓ：／／ｅｔｒａｄｅ．ｍｆｃｔｅｄａ．ｃｏｍ／ｅｔｒａｄｉｎｇ／
支持基金管理人旗下基金网上直销的银行卡和第三方支付有：农业银行卡、
建设银行卡、民生银行卡、招商银行卡、兴业银行卡、中信银行卡、光大银行卡、交
通银行卡、浦发银行卡、广发银行卡、中国银行卡和快钱支付等。
（
２）泰达宏利微信公众账号：ｍｆｃｔｅｄａ＿ＢＪ
支持民生银行卡、招商银行卡和快钱支付。
客户服务电话：４００－６９８－８８８８或０１０－６６５５５６６２
客户服务信箱：ｉｒｍ＠ｍｆｃｔｅｄａ．ｃｏｍ
２、销售机构
１）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甲１７号首层
办公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丙１７号
法定代表人：张东宁
联系人：盖君
客服电话：９５５２６
银行网站：ｗｗｗ．ｂａｎｋｏｆｂｅｉｊｉｎｇ．ｃｏｍ．ｃｎ
２）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深圳市深南东路５０４７号ｓ
办公地址：深圳市深南东路５０４７号
法定代表人：谢永林
联系人：赵杨

客户服务热线：９５５１１－３
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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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系人：辛国政
公司网站：ｗｗｗ．ｃｈｉｎａｓｔｏｃｋ．ｃｎ
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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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定代表人：李梅
联系人：陈宇
客服电话：９５５２３或４００－８８９－５５２３
网址：ｗｗｗ．ｓｗｈｙｓｃ．ｃｏｍ
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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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峰
联系人：何耀
客服电话：９５５２５
公司网址：ｗｗｗ．ｅｂｓｃｎ．ｃｏｍ
６）诺亚正行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上海市金山区廊下镇漕廊公路７６５０号２０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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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客服电话：４００－８２１－５３９９
公司网址：ｗｗｗ．ｎｏａｈ－ｆｕｎｄ．ｃｏｍ
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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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网址：ｗｗｗ．ｚｌｆｕｎｄ．ｃｎ；ｗｗｗ．ｊｊｍｍｗ．ｃｏｍ
客服电话：４００６－７８８－８８７
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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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浦东南路１１１８号鄂尔多斯国际大厦９楼
法定代表人：杨文斌
公司网址：ｗｗｗ．ｅｈｏｗｂｕｙ．ｃｏｍ
客服电话：４００－７００－９６６５
杭州）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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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市西湖区天目山路２６６号黄龙时代广场Ｂ座支付宝
法定代表人：陈柏青
客服电话：４００－０７６－６１２３
公司网址：ｗｗｗ．ｆｕｎｄ１２３．ｃｎ
１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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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客服电话：４００－１８１８－１８８
公司网址：ｗｗｗ．１２３４５６７．ｃｏｍ．ｃｎ
１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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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００８２０２８９９
公司网址：ｗｗｗ．ｅｒｉｃｈｆｕｎｄ．ｃｏｍ
１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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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客服电话：４００－９２０－００２２
公司网址：ｈｔｔｐ：／／ｌｉｃａｉｋｅ．ｈｅｘｕｎ．ｃｏｍ／
１３）北京展恒基金销售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顺义区后沙峪镇安富街６号
办公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安苑路１５－１号邮电新闻大厦６层
法定代表人：闫振杰
客服电话：４００－８１８－８０００
公司网址：ｗｗｗ．ｍｙｆｕｎｄ．ｃｏｍ
１４）浙江同花顺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浙江省杭州市文二西路一号元茂大厦９０３室
办公地址：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五常街道同顺街１８号同花顺大楼４层
法定代表人：凌顺平
客服电话：４００８－７７３－７７２
公司网址：ｗｗｗ．５ｉｆｕｎｄ．ｃｏｍ
北京）基金销售股份有限公司
１５）一路财富（
注册地址：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９号五栋大楼Ｃ座７０２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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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客服电话：４００－００１－１５６６
公司网址：ｗｗｗ．ｙｉｌｕｃａｉｆ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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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徐汇区宜山路７００号普天信息产业园２期Ｃ５栋２楼
法定代表人：金佶
客服电话：０２１－３４０１３９９６
公司网址：ｈｔｔｐ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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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之光
客服电话：４００－８２１－９０３１
公司网址：ｗｗｗ．ｌｕｆｕｎｄｓ．ｃｏｍ
１８）深圳市新兰德证券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深圳市福田区福田街道民田路１７８号华融大厦２７层２７０４
办公地址：北京市西城区宣武门外大街２８号富卓大厦Ａ座６层
法定代表人：马勇
客服电话：４００－１６６－１１８８
公司网址：ｈｔｔｐ：／／８．ｊｒｊ．ｃｏｍ．ｃｎ／
１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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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客服电话：４００－１６６－６７８８
公司网址：ｗｗｗ．６６ｚｉｃｈａｎ．ｃｏｍ
２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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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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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定代表人：钟斐斐
客服电话：４００１５９９２８８
公司网址：ｈｔｔｐｓ：／／ｄａｎｊｕａｎａｐｐ．ｃｏｍ／
２１）武汉市伯嘉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湖北省武汉市江汉区泛海国际ＳＯＨＯ城（
一期）２３０１室
办公地址：湖北省武汉市江汉区台北一路环亚大厦Ｂ座６楼
法定代表人：陶捷
公司网址：ｗｗｗ．ｂｕｙｆｕｎｄｓ．ｃｎ
客服电话：４０００２７９８９９
２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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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路２０号乐成中心Ａ座２３层２３０２＃
法定代表人：周斌
客服电话：４００－８９８０－６１８
公司网址：ｗｗｗ．ｃｈｔｗｍ．ｃｏｍ
２３）北京广源达信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西城区新街口外大街２８号Ｃ座六层６０５室
办公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宏泰东街浦项中心Ｂ座１９层
法定代表人：齐剑辉
公司网址：ｗｗｗ． ｎｉｕｇｕｗａｎｇ．ｃｏｍ
客服电话：４００－６２３－６０６０
２４）北京晟视天下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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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朝阳区朝外大街甲６号万通中心Ｄ座２１－２８层
法定代表人：蒋煜
客服电话：０１０－５８１７０７６１
公司网址：ｗｗｗ．ｓｈｅｎｇｓｈｉｖｉｅｗ．ｃｏｍ
２５）北京新浪仓石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海淀区东北旺西路中关村软件园二期（
西扩）Ｎ－１、Ｎ－２地块
新浪总部科研楼５层５１８室
办公地址：北京市海淀区西北旺东路１０号院西区８号楼新浪总部大厦
法定代表人：李昭琛
客服电话：０１０－６２６７５３６９
公司网址：ｈｔｔｐ：／／ｗｗｗ．ｘｉｎｃａｉ．ｃｏｍ／
２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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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１号保利国际广场南塔１２０１－１２０３室
法定代表人：肖雯
客服电话：０２０－８９６２９０６６
公司网址：ｗｗｗ．ｙｉｎｇｍｉ．ｃｎ
２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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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客服电话：４００－８２０－５３６９
公司网址：ｗｗｗ．ｊｉｙｕｆｕｎｄ．ｃｏｍ．ｃｎ
２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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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层１１０８号
办公地址：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大街１１号１１层１１３８号
法定代表人：王伟刚
客服电话：４００－６１９－９０５９
公司网址：ｗｗｗ．ｈｃｊｉｊｉｎ．ｃｏｍ
２９）上海云湾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中国（
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新金桥路２７号１３号楼２层
办公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新金桥水路２７号１号楼
法定代表人：桂水发
客服电话：４００－８２０－１５１５
公司网址：ｗｗｗ．ｚｈｅｎｇｔｏｎｇｆｕｎｄｓ．ｃｏｍ
３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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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浦东新区浦明路１５００号万得大厦１１楼
法定代表人：王廷富
客服电话：４００７９９１８８８
传真：０２１－５０７１ ０１６１
公司网址：ｗｗｗ．５２０ｆｕｎｄ．ｃｏｍ．ｃｎ
３１）北京肯特瑞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海淀区海淀东三街２号４层 ４０１－１５
办公地址：北京市亦庄经济开发区科创十一街１８号院 ａ 座 １７ 层
法定代表人：江卉
客服电话：９５５１８／４００ ０８８ ８８１６
公司网址：ｆｕｎｄ．ｊｄ．ｃｏｍ
３２）北京格上富信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朝阳区东三环北路１９号楼７０１内０９室
办公地址：北京市朝阳区东三环北路１９号楼７０１内０９室
法定代表人：李悦章
联系人：曹庆展
客服电话：４００－０６６－８５８６
公司网址：ｗｗｗ．ｉｇｅｓａｆｅ．ｃｏｍ
大连）有限公司
３３）泰诚财富基金销售（
注册地址：辽宁省大连市沙河口区星海中龙园３号
办公地址：辽宁省大连市沙河口区星海中龙园３号
法定代表人：林卓
客服电话：４０００４１１００１
公司网址：ｗｗｗ．ｔａｉｃｈｅｎｇｃａｉｆｕ．ｃｏｍ
３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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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虹口区东大名路１０９８号浦江国际金融广场５３楼
法定代表人：李兴春
客服电话：４００９２１７７５５
公司网址：ｗｗｗ．ｌｅａｄｆｕｎｄ．ｃｏｍ．ｃｎ
北京）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３５）济安财富（
注册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太阳宫中路１６号院１号楼３层３０７
办公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太阳宫中路１６号院１号楼３层３０７
注册地址：北京市朝阳区东三环中路７号４号楼４０层４６０１室
办公地址：北京市朝阳区东三环中路７号北京财富中心Ａ座４６层
法定代表人：杨健
客服电话：４００－６７３－７０１０
公司网址：ｗｗｗ．ｊｉａｎｆｏｒｔｕｎｅ．ｃｏｍ
天津）有限公司
３６）万家财富基金销售（
注册地址：天津自贸区（
中心商务区）迎宾大道１９８８号滨海浙商大厦公寓２－
２４１３
办公地址：北京市西城区丰盛胡同２８号太平洋保险大厦Ａ座５层
法定代表人：李修辞
客服电话：０１０－５９０１３８４２

序号

公司网址：ｗｗｗ．ｗａｎｊｉａｗｅａｌｔｈ．ｃｏｍ
北京）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３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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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楼ｓｏｈｏ现代城Ｃ座１８层１８０９
法定代表人：戎兵
客服电话：４００－６０９９－２００
公司网址：ｗｗｗ．ｙｉｘｉｎｆｕｎｄ．ｃｏｍ
３８） 阳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海南省三亚市迎宾路３６０－１号三亚阳光金融广场１６层
办公地址：北京市朝阳区朝阳门外大街乙１２号院１号昆泰国际大厦１２层
法定代表人：李科
客服电话：９５５１０
公司网址：ｈｔｔｐ：／／ｆｕｎｄ．ｓｉｎｏｓｉｇ．ｃｏｍ／
３９） 北京辉腾汇富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东城区朝阳门北大街８号２－２－１
办公地址：北京市东城区朝阳门北大街８号富华大厦Ｆ座１２层Ｂ
法定代表人：李振
客服电话：４００－８２９－１２１８
公司网址：ｗｗｗ．ｋｓｔｒｅａｓｕｒｅ．ｃｏｍ
４０） 江苏汇林保大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南京市高淳区经济开发区古檀大道４７号
办公地址：南京市鼓楼区中山北路中环国际１４１３室
法定代表人：吴言林
客服电话：０２５－５６６６３４０９
公司网址：ｗｗｗ．ｈｕｉｌｉｎｂｄ．ｃｏｍ
４１） 北京唐鼎耀华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延庆县延庆经济开发区百泉街１０号２栋２３６室
办公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建国门外大街１９号Ａ座１５０５室
法定代表人：张冠宇
客服电话：４００－８１９－９８６８
公司网址：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ｔｄｙｈｆｕｎｄ．ｃｏｍ
４２） 上海挖财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中国（
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杨高南路７９９号５楼０１、０２、０３室
办公地址：中国（
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杨高南路７９９号５楼０１、０２、０３室
法定代表人：冷飞
客服电话：４００－７１１－８７１８
公司网址：ｗｗｗ．ｗａｃａｉｊｉｊｉｎ．ｃｏｍ
４３） 海银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中国（
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银城中路８号４０２室
办公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银城中路８号４楼
法定代表人：惠晓川
客服电话：４００－８０８－１０１６
公司网址：ｗｗｗ．ｆｕｎｄｈａｉｙｉｎ．ｃｏｍ
（
二）登记机构
名称：泰达宏利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７号英蓝国际金融中心南楼三层
办公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７号英蓝国际金融中心南楼三层
法定代表人：弓劲梅
联系人：石楠
联系电话：０１０－６６５７７７６９
传真：０１０－６６５７７７５０
（
三）出具法律意见书的律师事务所
名称：上海市通力律师事务所
注册地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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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办律师：黎明、陈颖华
联系人：陈颖华
（
四）审计基金财产的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
名称：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
注册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陆家嘴环路１３１８号星展银行大厦６楼
办公地址：上海市黄浦区湖滨路２０２号企业天地２号楼普华永道中心１１楼
法定代表人：赵柏基
经办注册会计师：单峰、庞伊君
联系电话：（
０２１）２３２３８８８８
传真：（
０２１）２３２３８８００
联系人：庞伊君
四、基金的名称
泰达宏利京元宝货币市场基金
五、基金的类型
本基金类型：货币市场基金
本基金运作方式：契约型开放式
本基金存续期：不定期
六、基金的投资目标
在严格控制风险， 保持流动性的前提下， 力争为基金份额持有人创造稳定
的、高于业绩比较基准的投资收益。
七、基金的投资范围
本基金投资于法律法规及监管机构允许投资的金融工具，包括现金，期限在
含１年）的银行存款、债券回购、中央银行票据和同业存单，剩余期限在
１年以内（
含３９７天）的债券、非金融企业债务融资工具、资产支持证券，以及中国
３９７天以内（
证监会、中国人民银行认可的其他具有良好流动性的货币市场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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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基金的投资策略
本基金将在深入研究国内外的宏观经济走势、货币政策变化趋势、市场资金
供求状况的基础上，分析和判断利率走势与收益率曲线变化趋势，并综合考虑各
类投资品种的收益性、流动性和风险特征，对基金资产组合进行积极管理。
１、利率预期策略
本基金将首先采用“
自上而下”的研究方法，综合研究主要经济变量指标、分
析宏观经济情况， 建立经济前景的情景模拟， 在宏观分析与流动性分析的基础
上，结合历史与经验数据，确定当前资金的时间价值、通货膨胀补偿、流动性溢价
等要素，得到当前宏观与流动性条件下的均衡收益率曲线。 区分当前利率债收益
率曲线期限利差、曲率与券间利差所面临的历史分位，然后通过市场收益率曲线
与均衡收益率曲线的对比，判断收益率曲线参数变动的程度和概率，确定组合的
平均剩余期限，并据此动态调整投资组合。
２、期限配置策略
在短期利率期限结构分析的基础上， 根据对投资对象流动性和收益性的动
态考察，构建合理期限结构的投资组合。 从组合总的剩余期限结构来看，一般说
来，预期利率上涨时，将适当缩短组合的平均期限；预期利率下降时，将在法律法
规允许的范围内适当延长组合的平均剩余期限。
３、券种配置策略
本基金将根据经济发展水平及货币政策的变动，首先对信用债、利率债等券
种的到期收益率与风险进行综合比较，确定优先配置的资产类别，并结合各类投
资工具的市场容量，确定配置比例。
４、银行定期存款及同业存单投资策略
银行定期存款及同业存单是本基金的主要投资对象，因此，银行定期存款及
同业存单的投资将是本基金关注的重点之一。 具体而言，在组合投资过程中，本
基金将在综合考虑成本收益的基础上，尽可能的扩大交易对手方的覆盖范围，通
过对这些银行广泛、耐心而细致的询价，挖掘出利率报价较高的多家银行进行银
行定期存款及同业存单的投资，在获取较高投资收益的同时尽量分散投资风险，
提高存款及存单资产的流动性。
５、资产支持证券投资策略
当前国内资产支持证券市场以信贷资产证券化产品为主 （
包括以银行贷款
资产、住房抵押贷款等作为基础资产），仍处于创新试点阶段。 产品投资关键在于
对基础资产质量及未来现金流的分析， 本基金将在国内资产证券化产品具体政
策框架下，采用基本面分析和数量化模型相结合，对个券进行风险分析和价值评
估后进行投资。 本基金将严格控制资产支持证券的总体投资规模并进行分散投
资，以降低流动性风险。
６、流动性管理策略
本基金将会紧密关注申购／赎回现金流变化情况、 季节性资金流动等影响货
币市场基金流动性管理的因素，建立组合流动性监控管理指标，实现对基金资产
流动性的实时管理。
具体而言， 本基金将综合平衡基金资产在流动性资产和收益性资产之间的
配置比例，通过现金留存、银行定期存款提前支取、持有高流动性券种、正向回
购、降低组合久期等方式提高基金资产整体的流动性，也可采用持续滚动投资方
法， 将回购或债券的到期日进行均衡等量配置， 以满足日常的基金资产变现需
求。
九、基金的业绩比较基准
本基金的业绩比较基准为同期七天通知存款税后利率。
本基金定位为现金管理工具，注重基金资产的流动性和安全性，因此采用７
天通知存款利率（
税后）作为业绩比较基准。 ７天通知存款利率由中国人民银行公
布，如果７天通知存款利率或利息税发生调整，则新的业绩比较基准将从调整当
日起开始生效。
如果今后法律法规发生变化，或者有其他代表性更强、更科学客观的业绩比
较基准适用于本基金时，经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协商一致后，本基金可以在
报中国证监会备案后变更业绩比较基准并及时公告。
十、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
本基金为货币市场基金，是证券投资基金中的低风险品种。 本基金的长期风
险和收益率低于股票型基金、混合型基金和债券型基金。
十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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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基金托管人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根据本基金合同规定，于２０１９年６月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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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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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

项目

金额（
元）
７，２８６，５７２，５９７．２１

４８．７４

其中：债券

７，２８６，５７２，５９７．２１

４８．７４

资产支持证券
２

占基金总资产的比例（
％）

固定收益投资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

－

４，１８０，３２０，１３５．４６

２７．９６

其中： 买断式回购的买
入返售金融资产

－

－

３

银行存款和结算备付金
合计

３，４０７，８５３，３１３．８８

２２．７９

４

其他资产

５

合计

７５，３０１，８５４．４５

０．５０

１４，９５０，０４７，９０１．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２、报告期债券回购融资情况
序号
１

项目

占基金资产净值的比例（
％）

报告期内债券回购融资余额

６．９３

其中：买断式回购融资

－

序号 项目
２

报告期末债券回购融资余额

金额（
元）

占基金资产净值的比例
（
％）

５１２，３９９，３０３．８０

３．５５

－

－

其中：买断式回购融资

注： 报告期内债券回购融资余额占基金资产净值的比例为报告期内每个交
易日融资余额占资产净值比例的简单平均值。
债券正回购的资金余额超过基金资产净值的２０％的说明
本基金本报告期未出现债券正回购的资金余额超过基金资产净值２０％的情
况。
３、基金投资组合平均剩余期限
３．１投资组合平均剩余期限基本情况
项目

天数

报告期末投资组合平均剩余期限

５７

报告期内投资组合平均剩余期限最高值

６０

报告期内投资组合平均剩余期限最低值

３５

报告期内投资组合平均剩余期限超过１２０天情况说明
本基金本报告期内投资组合平均剩余期限未出现超过１２０天的情况。
３．２报告期末投资组合平均剩余期限分布比例
序号

平均剩余期限

１

３０天以内
其中：剩余存续期超过
３９７天的浮动利率债

２

含）－６０天
３０天（
其中：剩余存续期超过
３９７天的浮动利率债

３

含）－９０天
６０天（
其中：剩余存续期超过
３９７天的浮动利率债

４

５

含）－１２０天
９０天（

各期限资产占基金资产
净值的比例（
％）

各期限负债占基金资产
净值的比例（
％）

３４．０１

３．５５

－

－

２９．１５

－

－

－

２４．０７

－

－

－

４．９２

－

其中：剩余存续期超过
３９７天的浮动利率债

－

－

含）－３９７天（
含）
１２０天（

１０．９３

－

其中：剩余存续期超过
３９７天的浮动利率债

－

－

１０３．０８

３．５５

合计

４、报告期内投资组合平均剩余存续期超过２４０天情况说明
本基金本报告期内未出现投资组合平均剩余存续期超过２４０天的情况。
５、报告期末按债券品种分类的债券投资组合

债券品种

摊余成本（
元）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
％）

１

国家债券

－

２

央行票据

－

－

３

金融债券

７５１，２９２，０００．４７

５．２１

其中：政策性金融债

７５１，２９２，０００．４７

５．２１

－

４

企业债券

５

企业短期融资券

６

中期票据

４２５，４５７，１５０．８３

２．９５

７

同业存单

３，９４８，３２５，５４２．８６

２７．３６

－

－

２，１６１，４９７，９０３．０５

１４．９８

８

其他

－

－

９

合计

７，２８６，５７２，５９７．２１

５０．４９

１０

剩余存续期超过３９７天
的浮动利率债券

－

－

６、报告期末按摊余成本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十名债券投资明细
序号

债券代码

债券数量
（
张）

债券名称

摊余成本（
元）

占基金资
产净值比
例（
％）

１

１０１４５６０６０

１４国开投ＭＴＮ００２

３，０００，０００

３０４，４０３，６２８．１１

２

１１１９９１３１７ １９宁波银行ＣＤ０３４

３，０００，０００

２９９，０３９，３８８．５９

２．１１
２．０７

３

１１１９０６０３７ １９交通银行ＣＤ０３７

３，０００，０００

２９９，０２４，５４７．５２

２．０７

４

１１１８１３１７６ １８浙商银行ＣＤ１７６

３，０００，０００

２９２，０８０，７５２．２３

２．０２

５

１１１８０５２０９ １８建设银行ＣＤ２０９

２，５００，０００

２４８，６４８，７３２．０２

１．７２

６

０１１９００７３１

１９华电ＳＣＰ００９

２，０００，０００

１９９，７６４，３９７．７４

１．３８

７

１１１９９０５２０

１９江苏江南农村商
业银行ＣＤ００５

２，０００，０００

１９９，７２６，５６５．１０

１．３８

８

１１１８１０３７１ １８兴业银行ＣＤ３７１

２，０００，０００

１９９，５０１，７３４．７８

１．３８

９

１１１９９１８５４ １９杭州银行ＣＤ０２６

２，０００，０００

１９９，２７８，３９７．０７

１．３８

１０

１１１８７０７６９ １８盛京银行ＣＤ５４６

２，０００，０００

１９８，９５８，５１１．１２

１．３８

影子定价”与“
摊余成本法”确定的基金资产净值的偏离
７、“
项目

偏离情况

报告期内偏离度的绝对值在０．２５ （
含）－０．５％间
的次数

０

报告期内偏离度的最高值

０．１２２８％

报告期内偏离度的最低值

０．０６６６％

报告期内每个工作日偏离度的绝对值的简单
平均值

０．０９４０％

报告期内负偏离度的绝对值达到０．２５％情况说明
本基金本报告期内未出现负偏离度的绝对值达到０．２５％的情况。
报告期内正偏离度的绝对值达到０．５％情况说明
本基金本报告期内未出现正偏离度的绝对值达到０．５％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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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９、投资组合报告附注
９．１基金计价方法说明
本基金采用摊余成本法计价，即计价对象以买入成本列示，按票面利率或商
定利率每日计提利息，并考虑其买入时的溢价与折价在其剩余期限内平均摊销。
本基金通过每日计算当日收益并分配，每日支付收益，使基金帐面份额净值始终
保持１．００ 元。
９．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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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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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情况，在报告编制日前一年内未受到公开谴责、处罚。
９．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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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收利息

４

应收申购款

４３１，９７６．０２

５

其他应收款

－

６

待摊费用

－

７

其他

－

８

合计

７５，３０１，８５４．４５

－
３２，４２４．６５
７４，８３７，４５３．７８

９．４投资组合报告附注的其他文字描述部分
９．４．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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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９．４．２报告期内没有需说明的证券投资决策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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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基金合同生效日为２０１６年１１月２３日，基金合同生效以来的投资业绩及与同
期业绩比较基准的比较如下表所示：
（
一）历史各时间段收益率与同期业绩比较基准收益率比较
泰达宏利京元宝货币Ａ
基金净
值收益
率
①

基金净值
收益率标
准差②

比较基
准收益
率
③

比较基准
收益率标
①－③
准差
④

２０１６年１１月２３日－
０．２７７３％
１２月３１日

０．００２４％

０．１４４２％

０．００００％

０．１３３１
％

０．００２４％

２０１７年１月１日－１２
４．０７４０％
月３１日

０．００１１％

１．３５００％

０．００００％

２．７２４０
％

０．００１１％

２０１８年１月１日－１２
３．６６８７％
月３１日

０．００２０％

１．３５００％

０．００００％

２．３１８７
％

０．００２０％
０．００１０％

阶段

２０１９年１月１日－３
月３１日

０．６７５０％

基金合同生效日
至２０１９年３月３１日

８．９２１６％

②－④

０．００１０％

０．３３２９％

０．００００％

０．３４２１
％

０．００２０％

３．１７７１％

０．００００％

５．７４４５
％

０．００２０％

泰达宏利京元宝货币Ｂ
净值收益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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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月
２３日－１２月３１ ０．３０４２％
日

０．００２４％

０．１４４２％

０．００００％

０．１６００％

０．００２４％

２０１７年１月１
日－１２月３１日 ４．３２４８％

０．００１１％

１．３５００％

０．００００％

２．９７４８％

０．００１１％

２０１８年１月１
日－１２月３１日 ３．９１７０％

０．００２０％

１．３５００％

０．００００％

２．５６７０％

０．００２０％

２０１９年１月１
日－３月３１日

０．７３４９％

０．００１０％

０．３３２９％

０．００００％

０．４０２０％

０．００１０％

基金合同生
效日至２０１９
年３月３１日

９．５４００％

０．００２０％

３．１７７１％

０．００００％

６．３６２９％

０．００２０％

阶段

净值收
益率①

注：１、本基金的业绩比较基准：同期七天通知存款利率（
税后）。
２、本基金收益分配按日结转份额。
二）泰达宏利京元宝货币市场基金自基金合同生效以来基金累计净值收益
（
率与业绩比较基准收益率历史走势对比图

本基金在建仓期结束时及截止报告期末各项投资比例已达到基金合同规定
的比例要求。
十三、基金费用与税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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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销售服务费；
基金合同》生效后与基金相关的信息披露费用；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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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５、《
６、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费用；
７、基金的证券交易费用；
８、基金的银行汇划费用；
９、证券账户开户费用、银行账户维护费用；
基金合同》约定，可以在基金财产中列支的其他费
１０、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和《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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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１５％年费率计提。 管理费的计算
方法如下：
Ｈ＝Ｅ×０．１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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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前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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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顺延至下一个工作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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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０５％的年费率计提。 托管费的计
算方法如下：
Ｈ＝Ｅ×０．０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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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前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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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付日期顺延至下一个
工作日。
３．基金销售服务费
本基金Ａ类基金份额的年销售服务费率为０．２５％， 对于由Ｂ类降级为Ａ类的基
金份额持有人，年销售服务费率应自其降级后的下一个工作日起适用Ａ类基金份
额的费率。Ｂ类基金份额的年销售服务费率为０．０１％，对于由Ａ类升级为Ｂ类的基金
份额持有人，年销售服务费率应自其升级后的下一个工作日起享受Ｂ类基金份额
的费率。 两类基金份额的销售服务费计提的计算公式相同，具体如下：
Ｈ＝Ｅ×年销售服务费率÷当年天数
Ｈ为每日该类基金份额应计提的基金销售服务费
Ｅ为前一日该类基金份额的基金资产净值
基金销售服务费每日计提，按月支付。 由基金管理人向基金托管人发送基金
销售服务费划付指令，经基金托管人复核后于次月的前３个工作日内从基金财产
中一次性支付给登记机构，由登记机构代付给销售机构。 若遇法定节假日、休息
日或不可抗力致使无法按时支付的，支付日期顺延。
上述“
一、基金费用的种类”中第４－１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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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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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销售服务费率等相关费率。
调低基金销售服务费率等费率，无须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
基金管理人必须最迟于新的费率实施日前２日在指定媒介上公告。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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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一）在“
重要提示”中，更新了招募说明书所载内容的截止日期。
（
二）对“
三、基金管理人”中，基金管理人概况、董事会成员、监事会成员、高级
管理人员、基金经理、投资决策委员会成员名单等部分进行更新。
泰达宏利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９年１０月１９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