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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０００２０ 深华发Ａ Ｂ２６９
０００１５５ ＳＴ川化 Ｂ２６９
０００５１９ 江南红箭 Ｂ００７
０００５２１ 美菱电器 Ｂ２６７
０００５４５ 金浦钛业 Ｂ２６８
０００５６７ 海德股份 Ｂ２６０
０００５８６ 汇源通信 Ｂ２５９
０００６００ 建投能源 Ｂ２６７
０００７１１ ＳＴ京蓝 Ｂ２６８
０００７８６ 北新建材 Ｂ２７２
０００７９７ 中国武夷 Ｂ２６９
０００８６０ 顺鑫农业 Ａ１５
０００８８９ 茂业物流 Ｂ２６８
０００９１７ 电广传媒 Ｂ２６３
０００９４９ 新乡化纤 Ａ１３
０００９５０ 建峰化工 Ｂ２６０
０００９５８ 东方能源 Ｂ２６８
００２００４ 华邦健康 Ｂ２６０
００２００８ 大族激光 Ｂ２４８
００２０１０ 传化股份 Ｂ２６０
００２０３６ 汉麻产业 Ｂ２４９
００２０４０ 南京港 Ｂ２５２
００２０４２ 华孚色纺 Ｂ２５０
００２０５２ 同洲电子 Ｂ２６９
００２０９９ 海翔业 Ｂ２６８
００２１４６ 荣盛发展 Ｂ２６９
００２１４９ 西部材料 Ｂ２６７
００２２１０ 飞马国际 Ｂ２６８
００２２３０ 科大讯飞 Ｂ２５１
００２２３６ 大华股份 Ｂ２４８
００２２３７ 恒邦股份 Ｂ２７０
００２２３８ 天威视讯 Ｂ２７０
００２２６４ 新华都 Ｂ２６７
００２２７３ 水晶光电 Ｂ２４６
００２２７６ 万马股份 Ｂ２６７
００２２８８ 超华科技 Ｂ２４３
００２２８９ 宇顺电子 Ｂ２６７
００２２９４ 信立泰 Ｂ２５６
００２３１６ 键桥通讯 Ｂ２５１
００２３２０ 海峡股份 Ｂ２６８
００２３４７ 泰尔重工 Ｂ２５４
００２３５７ 富临运业 Ｂ００８
００２３６０ 同德化工 Ｂ２５５
００２３８７ 黑牛食品 Ｂ２６８
００２３８８ 新亚制程 Ｂ２７１
００２４１８ 康盛股份 Ｂ００８
００２５００ 山西证券 Ｂ２５３
００２５４８ 金新农 Ｂ２４５
００２５７３ 清新环境 Ｂ２５３
００２５７４ 明牌珠宝 Ｂ００８
００２５７４ 明牌珠宝 Ｂ２６８
００２５７７ 雷柏科技 Ｂ２６８
００２５８１ 未名医药 Ｂ２５５
００２５８９ 瑞康医药 Ｂ２５４
００２６００ 江粉磁材 Ｂ２７０
００２６２９ 仁智油服 Ｂ２６８
００２６４３ 万润股份 Ｂ２５５
００２６５２ 扬子新材 Ｂ２４７
００２６５４ 万润科技 Ｂ２６９
００２６７６ 顺威股份 Ｂ２５４
００２７０８ 光洋股份 Ｂ２６７
００２７２５ 跃岭股份 Ｂ００８
００２７３３ 雄韬股份 Ｂ２５６
００２７３５ 王子新材 Ｂ２６７
００２７４８ 世龙实业 Ｂ００７
００２７５７ 南兴装备 Ｂ２５２
００２７６７ 先锋电子 Ｂ２５６
００２７６９ 普路通 Ｂ２４７
３００００９ 安科生物 Ｂ００３
３０００３８ 梅泰诺 Ｂ００５
３０００４９ 福瑞股份 Ｂ００３
３０００６２ 中能电气 Ｂ００７
３０００７８ 思创医惠 Ｂ００５
３０００９０ 盛运环保 Ｂ００５
３００１０３ 达刚路机 Ｂ００３
３００１１０ 华仁药业 Ｂ００４
３００１２０ 经纬电材 Ｂ００４
３００１２５ 易世达 Ｂ００６
３００１３７ 先河环保 Ｂ００６
３００１５２ 科融环境 Ｂ００４
３００１５８ 振东制药 Ｂ００７
３００１６３ 先锋新材 Ｂ００６
３００１７０ 汉得信息 Ｂ００３
３００１７３ 智慧松德 Ｂ００７
３００１７６ 鸿特精密 Ｂ００３
３００１８０ 华峰超纤 Ｂ００４
３００１８４ 力源信息 Ｂ００５
３００１８８ 美亚柏科 Ｂ００５
３００２０２ 聚龙股份 Ｂ００４
３００２０３ 聚光科技 Ｂ００４
３００２０７ 欣旺达 Ｂ００６
３００２２０ 金运激光 Ｂ００４
３００２２８ 富瑞特装 Ｂ００３
３００２３２ 洲明科技 Ｂ００７
３００２３７ 美晨科技 Ｂ００５
３００２４１ 瑞丰光电 Ｂ００５
３００２４７ 乐金健康 Ｂ００４
３００２６４ 佳创视讯 Ｂ００４
３００２７５ 梅安森 Ｂ００５
３００２７５ 梅安森 Ｂ２５９
３００２７８ 华昌达 Ｂ００３
３００２８８ 朗码信息 Ｂ００４
３００３１５ 掌趣科技 Ｂ００６
３００３３３ 兆日科技 Ｂ００７
３００３３６ 新文化 Ｂ００６
３００３４９ 金卡股份 Ｂ００４
３００３７４ 恒通科技 Ｂ００３
３００３７８ 鼎捷软件 Ｂ００３
３００３８１ 溢多利 Ｂ００６
３００３８４ 三联虹普 Ｂ００５
３００３９７ 天和防务 Ｂ００６
３００４０５ 科隆精化 Ｂ００４
３００４２２ 博世科 Ｂ００３
３００４２６ 唐德影视 Ｂ００６
３００４２６ 唐德影视 Ｂ２７０
３００４２８ 四通新材 Ｂ００５
３００４４０ 运达科技 Ｂ００６
３００４４６ 乐凯科技 Ｂ００５
３００４４９ 汉邦高科 Ｂ００３
３００４６７ 迅游科技 Ｂ００６
３００４７７ 合纵科技 Ｂ００３
３００４７９ 神思电子 Ｂ００５
３００４８２ 万孚生物 Ｂ００６
３００４８９ 中飞股份 Ｂ００７
６０００１６ 民生银行 Ａ０２
６０００１９ 宝钢股份 Ｂ２６９
６０００３３ 福建高速 Ｂ２７０
６００１００ 同方股份 Ｂ２６９
６００１８７ 国中水务 Ｂ２６９
６００５２８ 中铁二局 Ｂ２７０
６００５７２ 康恩贝 Ｂ２５１
６００５７３ 惠泉啤酒 Ｂ２４９
６００５９７ 光明乳业 Ｂ２６９
６００６３４ 中技控股 Ｂ２６４
６００６５１ 飞乐音响 Ｂ２７０
６００６８６ 金龙汽车 Ｂ２６９
６００８１６ 安信信托 Ｂ２６７
６００８５９ 王府井 Ｂ００８
６００９７９ 广安爱众 Ｂ２６９
６００９９３ 马应龙 Ｂ２５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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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融增鑫一年定期开放
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０９８
工银瑞信纯债债券型证
券投资基金 Ｂ１５３
益民服务领先灵活配置
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０９８

国联安新精选灵活配置
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１８３
安信鑫发优选灵活配置
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０１０
上投摩根核心成长股票
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２２９
富国目标齐利一年期纯
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１１８

富国城镇发展股票型证
券投资基金 Ｂ１２３
广发集鑫债券型证券投
资基金 Ｂ１７５
广发天天利货币市场基
金 Ｂ１６４

广发主题领先灵活配置
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１５３
东方红新动力灵活配置
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０６４
光大保德信岁末红利纯
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０７１
财通纯债分级债券型证
券投资基金 Ｂ０４６
国寿安保货币市场基金 Ｂ０７６
广发钱袋子货币市场基
金 Ｂ１６６

国泰国策驱动灵活配置
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２０４
国泰结构转型灵活配置
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２０１
富国高端制造行业股票
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１２１
上银新兴价值成长股票
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０９１

国投瑞银医疗保健行业
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
资基金

Ｂ２０９

上投摩根民生需求股票
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２２７
国泰浓益灵活配置混合
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１９５
工银瑞信薪金宝货币市
场基金 Ｂ１３４
广发竞争优势灵活配置
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１７４

东吴阿尔法灵活配置混
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０９７

长盛高端装备制造灵活
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
金

Ｂ０８９

长盛航天海工装备灵活
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
金

Ｂ０８８

广发新动力股票型证券
投资基金 Ｂ１６２
国投瑞银新机遇灵活配
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２１０
国投瑞银瑞易货币市场
基金 Ｂ２１５

安信价值精选股票型证
券投资基金 Ｂ０１２
光大保德信银发商机主
题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０６９

长盛生态环境主题灵活
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
金

Ｂ０８７

富国收益宝货币市场基
金 Ｂ１１５
国寿安保沪深３００指数
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０７６

上投摩根优信增利债券
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２２１
东方红产业升级灵活配
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０６７
富国天盛灵活配置混合
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１１２
富国富钱包货币市场基
金 Ｂ１２２

宝盈祥瑞养老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 Ｂ０７９
长城久鑫保本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 Ｂ０４０
国联安通盈灵活配置混
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１８３

工银瑞信绝对收益策略
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
基金基金

Ｂ１４１

国寿安保尊享债券型证
券投资基金 Ｂ０７４

工银瑞信现金快线货币
市场基金 Ｂ１３９

长盛养老健康产业灵活
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
金

Ｂ０８４

上投摩根现金管理货币
市场基金 Ｂ２２２
宝盈科技３０灵活配置
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０８０
上投摩根天添宝货币市
场基金 Ｂ２２３

工银瑞信目标收益一年
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
资基金

Ｂ１５０

博时现金宝货币市场基
金 Ｂ０２２

博时现金宝货币市场基
金 Ｂ０２２

博时天天增利货币市场
基金 Ｂ０２３

国泰新经济灵活配置混
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１９１

广发逆向策略灵活配置
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１６６

广发活期宝货币市场基
金 Ｂ１７６

安信现金增利货币市场
基金 Ｂ０１１

博时优势收益信用债债
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０１８

富安达新兴成长灵活配
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１００

富兰克林国海健康优质
生活股票型证券投资基
金

Ｂ１２８

工银瑞信新财富灵活配
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１３４

长城久盈纯债分级债券
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０４０

万家现金宝货币市场证
券投资基金 Ｂ２３５

工银瑞信高端制造行业
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１５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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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盈睿丰创新灵活配置
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０８０

方正富邦金小宝货币市
场证券投资基金 Ｂ１０１

富国收益增强债券型证
券投资基金 Ｂ１１５

东海美丽中国灵活配置
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２４２

广发中证百度百发策略
１００指数型证券投资基
金

Ｂ１５７

工银瑞信医疗保健行业
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１３９

上投摩根纯债丰利债券
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２３１

富国新回报灵活配置混
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１１０

国投瑞银信息消费灵活
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
金

Ｂ２０９

工银瑞信添益快线货币
市场基金 Ｂ１４８

上投摩根天添盈货币市
场基金 Ｂ２２３

国投瑞银增利宝货币市
场基金 Ｂ２０８

富国研究精选灵活配置
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１０８

上投摩根稳进回报混合
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２２２

上投摩根纯债添利债券
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２３１

工银瑞信创新动力股票
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１５３

国寿安保薪金宝货币市
场基金 Ｂ０７４

宝盈先进制造灵活配置
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０７９

国寿安保尊益信用纯债
一年定期开放债券型证
券投资基金

Ｂ０７３

富兰克林国海大中华精
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１２９

博时产业新动力灵活配
置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
资基金

Ｂ０３４

广发中证全指信息技术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
投资基金发起式联接基
金

Ｂ１５６

德邦新动力灵活配置混
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０５５

国泰睿吉灵活配置混合
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１９４

广发中证养老产业指数
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Ｂ１５４

东方红睿元三年定期开
放灵活配置混合型发起
式证券投资基金

Ｂ０６５

安信消费医药主题股票
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０１０

长城新兴产业灵活配置
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０３８

长城环保主题灵活配置
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０４３

工银瑞信战略转型主题
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１４６

广发对冲套利定期开放
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
基金

Ｂ１７７

国泰创利债券型证券投
资基金 Ｂ２０５

国泰国证新能源汽车指
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基
金

Ｂ２０３

东方龙混合基金 Ｂ０６１
万家日日薪货币市场证
券投资基金 Ｂ２３７

博时基金 Ｂ０３２
博时基金 Ｂ２５７
长盛基金 Ｂ０８２
长信基金 Ｂ０４７
长信基金 Ｂ２６４
东方基金 Ｂ０５９
东方红基金 Ｂ０５７
东吴配置优化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 Ｂ０９５

富国基金 Ｂ２６０
方正富邦基金 Ｂ２６０
广发基金 Ｂ２５９
国寿安保基金 Ｂ２５９
国投瑞银基金 Ｂ２５９
国投瑞银沪深３００金融
地产交易型开放式指数
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

Ｂ２１６

工银瑞信基金 Ｂ２５８
工银瑞信基金 Ｂ１５２
工银瑞信基金 Ｂ１５１
工银瑞信基金 Ｂ１４９
工银瑞信基金 Ｂ１３８
工银瑞信基金 Ｂ１３７
工银瑞信基金 Ｂ１３５
工银瑞信基金 Ｂ１３５
工银瑞信基金 Ｂ１３３
工银瑞信基金 Ｂ１３２
华安基金 Ｂ２５９
长城景气行业龙头灵活
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
金

Ｂ０４２

嘉实基金 Ｂ２５８
景顺长城基金 Ｂ２４４
摩根士丹利华鑫基金 Ｂ２５７
民生加银基金 Ｂ２５７
农银汇理基金 Ｂ２５７
平安大华基金 Ｂ２６４
鹏华基金 Ｂ２５８
前海开源基金 Ｂ２５９
新华基金 Ｂ２５８
鑫元基金 Ａ１５
兴业全球基金 Ｂ２５８
银河基金 Ｂ２５８
益民基金 Ｂ０９７
中信建投基金 Ｂ２５９
中邮创业基金 Ｂ２５９
天治研究驱动灵活配置
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２３９

万家双利债券型证券投
资基金 Ｂ２３６

万家新利灵活配置混合
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２３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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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０１１０１ 昊华能源 Ｂ２４９
６０１１１７ 中国化学 Ｂ２６０
６０１２１１ 国泰君安 Ｂ２６４
６０１９０１ 方正证券 Ｂ２６４
６０３５５８ 健盛集团 Ｂ２５０
６０３９８９ 艾华集团 Ｂ２７０
长盛纯债债券型证券投
资基金 Ｂ０９０
国联安鑫安灵活配置混
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１８３
工银瑞信国企改革主题
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１３６
上投摩根安全战略股票
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２３２

国投瑞银锐意改革灵活
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
金

Ｂ２１４

工银瑞信美丽城镇主题
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１４１
光大保德信国企改革主
题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０７２
富国新兴产业股票型证
券投资基金 Ｂ１０９
工银瑞信新金融股票型
证券投资基金 Ｂ１３４

博时产业债纯债债券型
证券投资基金 Ｂ０３４
广发中证环保产业指数
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Ｂ１５６
宝盈转型动力灵活配置
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０７７

广发纳斯达克生物科技
指数型发起式证券投资
基金

Ｂ１６７

国寿安保聚宝盆货币市
场基金 Ｂ０７５

东方红中国优势灵活配
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０６４
广发聚安混合型证券投
资基金 Ｂ１７４

东方睿鑫热点挖掘灵活
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
金

Ｂ０６０

博时互联网主题灵活配
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０３２
上投摩根卓越制造股票
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２１８

宝盈新兴产业灵活配置
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０７８

广发中证全指可选消费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
投资基金发起式联接基
金

Ｂ１６１

国投瑞银岁丰利一年期
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
资基金

Ｂ２１１

国联安睿祺灵活配置混
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１８６

工银瑞信新材料新能源
行业股票型证券投资基
金

Ｂ１４７

工银瑞信养老产业股票
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１３１
德邦大健康灵活配置混
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０５６

广发中证全指医药卫生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
投资基金发起式联接基
金

Ｂ１５５

安信动态策略灵活配置
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０１３
富国文体健康股票型证
券投资基金 Ｂ１１０
广发聚宝混合型证券投
资基金 Ｂ１７４

上投摩根整合驱动灵活
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
金

Ｂ２２０

东方鼎新灵活配置混合
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０６３

长盛转型升级主题灵活
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
金

Ｂ０８２

东方惠新灵活配置混合
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０６２
东方红领先精选灵活配
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０６６
东方红稳健精选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 Ｂ０６５

广发聚惠灵活配置混合
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１７２

国投瑞银精选收益灵活
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
金

Ｂ２１５

上投摩根动态多因子策
略灵活配置证券投资基
金

Ｂ２３０

国联安鑫富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 Ｂ１８２
国联安鑫享灵活配置混
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１８２
德邦福鑫灵活配置混合
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０５５

博时上证５０交易型开
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联接基金

Ｂ０２７

博时上证５０交易型开
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联接基金

Ｂ０２７

博时招财一号大数据保
本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０１６

长盛国企改革主题灵活
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
金

Ｂ０８９

国寿安保中证５００交易
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
基金联接基金

Ｂ０７５

博时中证淘金大数据
１００指数型证券投资基
金

Ｂ０１５

德邦鑫星稳健灵活配置
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０５４

广发安心回报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 Ｂ１７９
国泰兴益灵活配置混合
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１９０
富国国家安全主题混合
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１２１
安信优势增长灵活配置
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００９

广发安泰回报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 Ｂ１７９

东方红睿逸定期开放混
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
金

Ｂ０６５

上投摩根智慧互联股票
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２２０
安信稳健增值灵活配置
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０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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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赢家保本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 Ｂ０５７

东吴新趋势价值线灵活
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
金

Ｂ０９３

富国新收益灵活配置混
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１０９
富国改革动力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 Ｂ１２２

广发聚康混合型证券投
资基金 Ｂ１７２
广发聚泰混合型证券投
资基金 Ｂ１７１
宝盈祥泰养老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 Ｂ０７９
国联安添鑫灵活配置混
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１８４

长城久惠保本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 Ｂ０４１
德邦新添利灵活配置混
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０５４

富国沪港深价值精选灵
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

Ｂ１１９

东方新思路灵活配置混
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０５８

富兰克林国海金融地产
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
资基金

Ｂ１２７

博时新趋势灵活配置混
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０２１

博时新趋势灵活配置混
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０２０
安信鑫安得利灵活配置
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０１０

东方红策略精选灵活配
置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
资基金

Ｂ０６７

工银瑞信互联网加股票
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１３６
德邦鑫星价值灵活配置
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０５４

博时新起点灵活配置混
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０２１
博时新财富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 Ｂ０２１

广发中证全指能源交易
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
基金发起式联接基金

Ｂ１５７

光大保德信一带一路战
略主题混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

Ｂ０６９

光大保德信鼎鑫灵活配
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０７３
广发改革先锋灵活配置
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１７７

广发中证全指金融地产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
投资基金发起式联接基
金

Ｂ１６０

万家瑞丰灵活配置混合
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２３７
国泰生益灵活配置混合
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１９２

万家瑞兴灵活配置混合
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２３７

上投摩根科技前沿灵活
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
金

Ｂ２２７

东方红京东大数据灵活
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
金

Ｂ０６７

博时裕瑞纯债债券型证
券投资基金 Ｂ０１７
国泰金鹰增长证券投资
基金 Ｂ１９７
国泰金龙债券证券投资
基金 Ｂ２００

国泰金龙行业精选证券
投资基金 Ｂ２００
国泰金马稳健回报证券
投资基金 Ｂ１９９
国泰货币市场证券投资
基金 Ｂ２０１
国泰金鹏蓝筹价值混合
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１９８

国泰金牛创新成长股票
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１９９
国泰沪深３００指数证券
投资基金 Ｂ２０２
国泰区位优势股票型证
券投资基金 Ｂ１９５
国泰金鹿保本增值混合
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１９９

国泰双利债券证券投资
基金 Ｂ１９２

国泰上证１８０金融交易
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
基金联接基金

Ｂ１９３

国泰保本混合型证券投
资基金 Ｂ２０６
国泰事件驱动策略股票
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１９２

国泰中小板３００成长交
易型开放式证券投资基
金联接基金

Ｂ２０５

国泰成长优选股票型证
券投资基金 Ｂ２０６

国泰信用债券型证券投
资基金 Ｂ１９０
国泰现金管理货币市场
基金 Ｂ１９１
国泰民安增利债券型发
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Ｂ１９６

国泰上证５年期国债交
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
资联接基金（废）

Ｂ１９４

博时价值增长证券投资
基金 Ｂ０３０

博时裕富沪深３００指数
证券投资基金 Ｂ０１８
博时精选股票证券投资
基金 Ｂ０３０
博时稳定价值债券投资
基金 Ｂ０２３
博时平衡配置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 Ｂ０２６

博时第三产业成长股票
证券投资基金 Ｂ０３３
博时新兴成长股票型证
券投资基金成长基金 Ｂ０２０
博时信用债券投资基金 Ｂ０２０
博时信用债券投资基金 Ｂ０１９
博时策略灵活配置混合
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０３４

博时上证超级大盘交易
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
基金联接基金

Ｂ０２６

博时创业成长股票型证
券投资基金 Ｂ０３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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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时大中华亚太精选股
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０３３
博时宏观回报债券型证
券投资基金 Ｂ０３２
博时行业轮动股票型证
券投资基金 Ｂ０１９

博时转债增强债券型证
券投资基金 Ｂ０１４
博时抗通胀增强回报证
券投资基金 Ｂ０２９

博时深证基本面２００交
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
资基金联接基金

Ｂ０２９

博时深证基本面２００交
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
资基金联接基金

Ｂ０２９

博时回报灵活配置混合
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０３１
博时天颐债券型证券投
资基金 Ｂ０２３

博时上证自然资源交易
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
基金联接基金

Ｂ０２８

博时医疗保健行业股票
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０１８

博时安心收益定期开放
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０３６
博时亚洲票息收益债券
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０１９
博时价值增长贰号证券
投资基金 Ｂ０３０

博时特许价值股票型证
券投资基金 Ｂ０２４
长盛成长价值证券投资
基金 Ｂ０９１
长盛创新先锋灵活配置
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０９０
长盛积极配置债券型证
券投资基金 Ｂ０８７

长盛量化红利策略股票
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０８７
长盛同鑫行业配置混合
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０８５
长盛同禧信用增利债券
基金 Ｂ０８６
长盛货币市场基金 Ｂ０８８
长盛电子信息产业股票
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０９０
长盛中小盘精选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 Ｂ０８３

富国天益价值证券投资
基金 Ｂ１１２
富国天瑞强势地区精选
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１１３
富国天时货币市场基金 Ｂ１１２
富国中证红利指数增强
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１０５
富国优化增强债券型证
券投资基金 Ｂ１０７
富国通胀通缩主题轮动
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１１１

富国全球债券证券投资
基金 Ｂ１１６
富国可转换债券证券投
资基金 Ｂ１１７

富国上证综指交易型开
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联接基金

Ｂ１１６

富国全球顶级消费品股
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１１７
富国低碳环保股票型证
券投资基金 Ｂ１２２

富国产业债债券型证券
投资基金 Ｂ１２４
富国高新技术产业股票
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１２１

富国中国中小盘（香港
上市）股票型证券投资
基金

Ｂ１０７

富国中国中小盘（香港
上市）股票型证券投资
基金

Ｂ１０６

富国纯债债券型发起式
证券投资基金 Ｂ１２３
富国强回报定期开放债
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１１７

国投瑞银融华债券型证
券投资基金 Ｂ２１４
国投瑞银景气行业证券
投资基金 Ｂ２１５
国投瑞银核心企业股票
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２１６
国投瑞银创新动力股票
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２１７

国投瑞银稳健增长灵活
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
金

Ｂ２１０

国投瑞银成长优选股票
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２１７
国投瑞银稳定增利债券
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２１１
国投瑞银瑞源保本混合
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２１２
国投瑞银优化增强债券
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２０８

国投瑞银纯债债券型证
券投资基金 Ｂ２１７

工银瑞信深证红利交易
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
基金

Ｂ１４９

广发中小板３００交易型
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
金

Ｂ１５８

国投瑞银沪深３００金融
地产交易型开放式指数
证券投资基金

Ｂ２１６

广发中证全指可选消费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
投资基金

Ｂ１６１

博时黄金交易型开放式
证券投资基金 Ｂ０３１

广发中证全指医药卫生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
投资基金

Ｂ１５４

广发中证全指信息技术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
投资基金

Ｂ１５６

广发中证全指信息技术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
投资基金

Ｂ１５５

广发中证全指金融地产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
投资基金

Ｂ１６０

广发纳斯达克１００交易
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
基金

Ｂ１６７

广发中证全指原材料交
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
资基金

Ｂ１５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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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发中证全指能源交易
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
基金

Ｂ１５７

广发中证全指能源交易
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
基金

Ｂ１５４

国泰中小盘成长股票型
证券投资基金 Ｂ１８９
国泰估值优势可分离交
易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２０５
国泰纳斯达克１００指数
证券投资基金 Ｂ１９６
国泰价值经典股票型证
券投资基金 Ｂ２０１

国泰大宗商品配置证券
投资基金（ＬＯＦ） Ｂ２０３
国泰信用互利分级债券
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１９０
国泰国证房地产行业指
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 Ｂ２０４

国泰国证医药卫生行业
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 Ｂ２０３
国泰民益灵活配置混合
型证券投资基金（ＬＯＦ） Ｂ１９５
国泰国证有色金属行业
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 Ｂ２０２
国泰国证食品饮料行业
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 Ｂ２０４

国泰深证ＴＭＴ５０指数
分级证券投资基金 Ｂ１９３
博时主题行业股票证券
投资基金 Ｂ０１４
博时卓越品牌股票型证
券投资基金（ＬＯＦ） Ｂ０１４
博时稳健回报债券型证
券投资基金（ＬＯＦ） Ｂ０２２

博时安丰１８个月定期
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
金

Ｂ０３６

博时中证８００证券保险
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 Ｂ０１５
博时中证银行指数分级
证券投资基金基金 Ｂ０１５
长盛同智优势成长混合
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０８４
长盛同庆中证８００指数
分级证券投资基金 Ｂ０８５

长盛沪深３００指数证券
投资基金 Ｂ０８８

长盛同辉深证１００等权
重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
金

Ｂ０８６

长盛同丰债券型证券投
资基金 Ｂ０８６
富国天惠精选成长混合
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１１３
富国天丰强化收益债券
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１１４

富国中证工业４． ０指数
分级证券投资基金 Ｂ１０６
富国汇利回报分级债券
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１１９
富国天盈债券型证券投
资基金 Ｂ１１１

富国中证５００指数增强
型证券投资基金（ＬＯＦ） Ｂ１０６
富国新天锋定期开放债
券型基金 Ｂ１０９
富国创业板指数分级证
券投资基金 Ｂ１２３
富国中证军工指数分级
证券投资基金 Ｂ１０５

富国中证移动互联网指
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 Ｂ１０３
富国中证国有企业改革
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 Ｂ１０５
富国中证全指证券公司
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 Ｂ１０４

富国中证新能源汽车指
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 Ｂ１０３
富国中证银行指数分级
证券投资基金 Ｂ１０３
富国中证体育产业指数
分级证券投资基金 Ｂ１０４
富国中证煤炭指数分级
证券投资基金 Ｂ１０４

国投瑞银瑞和沪深３００
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 Ｂ２１３

国投瑞银全球新兴市场
精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
金

Ｂ２１４

国投瑞银中证下游消费
与服务产业指数证券投
资基金

Ｂ２０７

国投瑞银双债增利债券
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２１２
国投瑞银中证上游资源
产业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Ｂ２０７
国投瑞银新兴产业混合
（ＬＯＦ） Ｂ２０９

国投瑞银瑞利灵活配置
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２１３

国投瑞银新丝路灵活配
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ＬＯＦ）

Ｂ２１０

国投瑞银瑞盈灵活配置
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２１２
国投瑞银瑞福深证１００
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Ｂ２１３
万家增强收益债券型证
券投资基金 Ｂ２３３

万家行业优选股票型证
券投资基金 Ｂ２３４
万家中证红利指数证券
投资基金 Ｂ２３３
万家添利债券型证券投
资基金 Ｂ２３５
万家中证创业成长指数
分级证券投资基金 Ｂ２３３

万家强化收益定期开放
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２３８
长城久富核心成长股票
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０４２
长城久兆中小板３００指
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 Ｂ０４０
国联安双禧中证１００指
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 Ｂ１８４

国联安双力中小板综指
分级证券投资基金 Ｂ１８４
国联安双佳信用分级债
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１８５
广发小盘成长股票型证
券投资基金 Ｂ１６２

广发中证５００交易型开
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联接基金

Ｂ１５９

广发聚利债券型证券投
资基金 Ｂ１７２
广发深证１００指数分级
证券投资基金 Ｂ１６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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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发聚源债券型证券投
资基金 Ｂ１７０
长信利鑫分级债券型证
券投资基金 Ｂ０４９
长信利众分级债券型证
券投资基金 Ｂ０４９

天治核心成长股票型证
券投资基金 Ｂ２４１
中海惠丰纯债分级债券
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２６６

富兰克林国海中证１００
指数增强型分级证券投
资基金

Ｂ１２４

富兰克林国海恒利分级
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１２８
工银瑞信四季收益债券
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１４８

工银瑞信睿智中证５００
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 Ｂ１５０
工银瑞信纯债定期开放
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１３７
工银瑞信睿智深证１００
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 Ｂ１４１
工银瑞信双债增强债券
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１４８

工银瑞信标普全球自然
资源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Ｂ１４５
工银瑞信中证传媒指数
分级证券投资基金 Ｂ１３８
工银瑞信中证高铁产业
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 Ｂ１３２

工银瑞信中证新能源指
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 Ｂ１３２
东吴深证１００指数增强
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０９５
东吴鼎利分级债券型证
券投资基金 Ｂ０９６
东吴中证可转换债券指
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 Ｂ０９２

方正富邦中证保险主题
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 Ｂ１０１
安信宝利分级债券型证
券投资基金 Ｂ０１３
安信中证一带一路主题
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 Ｂ００９

德邦德信中证中高收益
企债指数分级证券投资
基金

Ｂ０５５

国寿安保中证养老产业
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 Ｂ０７４

东方红睿丰灵活配置混
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０６６
东方红睿阳灵活配置混
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０６６
长盛同益证券投资基金 Ｂ０８４
博时裕隆证券投资基金 Ｂ０１７
长盛同盛证券投资基金 Ｂ０８５
长城久嘉证券投资基金 Ｂ０３７
宝盈鸿阳证券投资基金 Ｂ０７７
长城久恒平衡型证券投
资基金 Ｂ０４２

长城货币市场证券投资
基金 Ｂ０４３
长城消费增值股票型证
券投资基金 Ｂ０３８
长城安心回报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 Ｂ０４４

长城品牌优选股票型证
券投资基金 Ｂ０３９
长城稳健增利债券型证
券投资基金 Ｂ０３９
长城双动力股票型证券
投资基金 Ｂ０３９
长城积极增利债券型证
券投资基金 Ｂ０４３

长城优化升级股票型证
券投资基金 Ｂ０３７
长城保本混合型证券投
资基金 Ｂ０４４
南方宝元债券型基金 Ｂ２６１
南方全球精选配置证券
投资基金 Ｂ２６２
宝盈鸿利收益证券投资
基金 Ｂ０８０
宝盈泛沿海区域增长股
票证券投资基金 Ｂ０８１

宝盈策略增长股票型证
券投资基金 Ｂ０８１
宝盈核心优势灵活配置
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０８１
宝盈增强收益债券型证
券投资基金 Ｂ０７８
宝盈资源优选股票型证
券投资基金 Ｂ０７７

宝盈中证１００指数增强
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０７８
国联安德盛安心成长混
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１８８
国联安德盛增利债券型
证券投资基金 Ｂ１８６

国联安信心增益债券型
证券投资基金 Ｂ１８１
国联安货币市场证券投
资基金 Ｂ１８６
国联安信心增长定期开
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１８２

国联安中债信用债指数
增强型发起式证券投资
基金

Ｂ１８１

国联安德盛稳健证券投
资基金 Ｂ１８７

国联安德盛小盘精选证
券投资基金 Ｂ１８７
国联安德盛精选股票证
券投资基金 Ｂ１８８
国联安德盛优势股票证
券投资基金 Ｂ１８７
国联安德盛红利股票型
证券投资基金 Ｂ１８８

国联安主题驱动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票型 Ｂ１８０

国联安上证大宗商品股
票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
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

Ｂ１８５

国联安优选行业股票型
证券投资基金 Ｂ１８１
广发聚富开放式证券投
资基金 Ｂ１７３
广发稳健增长开放式证
券投资基金 Ｂ１６３
广发货币市场基金 Ｂ１７５
广发聚丰证券投资基金 Ｂ１７３
广发策略优选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 Ｂ１７８
广发大盘成长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 Ｂ１７７

广发核心精选股票型证
券投资基金 Ｂ１７６
广发增强债券型证券投
资基金 Ｂ１５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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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发沪深３００指数证券
投资基金 Ｂ１７６
广发聚瑞股票型证券投
资基金 Ｂ１７１
广发内需增长灵活配置
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１６８

广发全球精选股票型证
券投资基金 Ｂ１６５
广发聚祥保本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 Ｂ１７１
广发行业领先股票型证
券投资基金 Ｂ１６１

广发中小板３００交易型
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
金联接基金

Ｂ１５８

广发标普全球农业指数
证券投资基金 Ｂ１７９

广发制造业精选股票型
证券投资基金 Ｂ１５８
广发聚财信用债券型证
券投资基金 Ｂ１７３
广发消费品精选股票型
证券投资基金 Ｂ１６３
广发纳斯达克１００指数
证券投资基金 Ｂ１６７

广发理财年年红债券型
证券投资基金 Ｂ１６９
广发双债添利债券型证
券投资基金 Ｂ１６４
广发理财３０天债券型
证券投资基金 Ｂ１６９

广发纯债债券型证券投
资基金 Ｂ１７８
广发新经济股票型发起
式证券投资基金 Ｂ１６２
天治财富增长证券投资
基金 Ｂ２４２
天治品质优选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 Ｂ２４０

天治创新先锋股票型证
券投资基金 Ｂ２４１
天治稳健双盈债券型证
券投资基金 Ｂ２４０
天治趋势精选灵活配置
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２４０
天治成长精选股票型证
券投资基金 Ｂ２４２

光大保德信量化核心证
券投资基金 Ｂ０７１
光大保德信货币市场基
金 Ｂ０７２
光大保德信红利股票型
证券投资基金 Ｂ０７２

光大保德信新增长股票
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０７０
光大保德信优势配置股
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０６８
光大保德信增利收益债
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０６８
光大保德信均衡精选股
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０７１

光大保德信动态优选灵
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

Ｂ０７３

光大保德信中小盘股票
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０６８
光大保德信信用添益债
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０７０
光大保德信行业轮动股
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０６９
上投摩根货币市场基金 Ｂ２２８
上投摩根分红添利债券
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２２９
上投摩根中证消费服务
领先指数基金 Ｂ２１９

上投摩根核心优选股票
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２２９
上投摩根轮动添利债券
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２２７
上投摩根智选３０混合
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２２０
上投摩根纯债债券型证
券投资基金 Ｂ２３０

上投摩根强化回报债券
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２２６
上投摩根双息平衡混合
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２２４
上投摩根双核平衡混合
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２２５

上投摩根中国优势证券
投资基金 Ｂ２１９
上投摩根大盘蓝筹股票
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２３０
上投摩根阿尔法股票型
证券投资基金 Ｂ２３２
上投摩根亚太优势股票
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２２１

上投摩根内需动力股票
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２２６
上投摩根健康品质生活
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２２８
上投摩根新兴动力股票
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２２２
上投摩根行业轮动股票
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２２１

上投摩根全球新兴市场
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２２５
上投摩根成长先锋股票
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２３１
上投摩根全球天然资源
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２２６

上投摩根中小盘股票型
证券投资基金 Ｂ２１９
东方精选混合型开放式
证券投资基金 Ｂ０６１
东方金账簿货币市场证
券投资基金 Ｂ０６２
东方稳健回报债券型证
券投资基金 Ｂ０５９

东方核心动力股票型开
放式证券投资基金 Ｂ０６２
东方保本混合型开放式
证券投资基金 Ｂ０６３
东方增长中小盘混合型
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 Ｂ０５７
东方强化收益债券型证
券投资基金 Ｂ０６０

东方安心收益保本混合
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０６４
东方利群混合型发起式
证券投资基金 Ｂ０６１
东方多策略灵活配置混
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０６３

东方新兴成长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 Ｂ０５８
东方新兴成长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 Ｂ０５８
东方双债添利债券型证
券投资基金 Ｂ０６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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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添益债券型证券投
资基金 Ｂ０５９
东方主题精选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 Ｂ０５６
富兰克林国海中国收益
证券投资基金 Ｂ１２５

富兰克林国海弹性市值
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１２９
富兰克林国海潜力组合
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１２７
富兰克林国海深化价值
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１２６
富兰克林国海强化收益
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１２６

富兰克林国海成长动力
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１３０

富兰克林国海沪深３００
指数增强型证券投资基
金

Ｂ１２８

富兰克林国海中小盘股
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１２４

富兰克林国海策略回报
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
资基金

Ｂ１３０

富兰克林国海研究精选
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１２５
富兰克林国海恒久信用
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１２９

富兰克林国海亚洲（除
日本）机会股票型证券
投资基金

Ｂ１２５

工银瑞信核心价值股票
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１５１
工银瑞信稳健成长股票
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１４０
工银瑞信红利股票型证
券投资基金 Ｂ１４３
工银瑞信大盘蓝筹股票
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１５１

工银瑞信沪深３００指数
证券投资基金 Ｂ１４２
工银瑞信中小盘成长股
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１４６

工银瑞信深证红利交易
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
基金联接基金

Ｂ１４９

工银瑞信消费服务行业
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１４７
工银瑞信主题策略股票
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１３１

工银瑞信基本面量化策
略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１５０
工银瑞信货币市场基金 Ｂ１４２
工银瑞信精选平衡混合
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１４２
工银瑞信增强收益债券
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１３８
工银瑞信增强收益债券
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１３３
工银瑞信信用添利债券
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１３９

工银瑞信添颐债券型证
券投资基金 Ｂ１４０
工银瑞信７天理财债券
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１４４
工银瑞信信用纯债债券
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１４６

工银瑞信１４天理财债
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
金

Ｂ１３６

工银瑞信６０天理财债
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１４４

工银瑞信中国机会全球
配置股票型证券投资基
金

Ｂ１４５

工银瑞信全球精选股票
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１４５
工银瑞信保本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 Ｂ１４３
工银瑞信保本２号发起
式证券投资基金 Ｂ１４４
财通多策略精选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 Ｂ０４５

长盛中证申万一带一路
主题指数分级证券投资
基金

Ｂ０８２

博时上证超级大盘交易
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
基金

Ｂ０２６

工银瑞信上证中央企业
５０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
券投资基金

Ｂ１３１

长盛中信全债指数增强
型债券投资基金 Ｂ０８３

长盛动态精选证券投资
基金 Ｂ０８９

国联安上证大宗商品股
票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
券投资基金

Ｂ１８５

富国上证综指交易型开
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Ｂ１１６

国泰上证１８０金融交易
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
基金

Ｂ１９３

博时上证自然资源交易
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
基金

Ｂ０２８

上投摩根上证１８０高贝
塔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
券投资基金

Ｂ２２５

广发中证５００交易型开
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Ｂ１５９

国寿安保中证５００交易
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
基金

Ｂ０７５

万家上证３８０交易型开
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Ｂ２３６

国泰上证５年期国债交
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
资基金

Ｂ１９４

博时上证企债３０交易
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
基金

Ｂ０２５

博时保证金实时交易型
货币市场基金 Ｂ０３５

博时保证金实时交易型
货币市场基金 Ｂ０１６

国泰纳斯达克１００交易
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
基金

Ｂ１９６

博时标普５００交易型开
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Ｂ０３５
博时标普５００交易型开
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Ｂ０３５
国泰黄金交易型开放式
证券投资基金 Ｂ２０２

海富通收益增长证券投
资基金 Ｂ２６５
国泰金泰平衡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 Ｂ１９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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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泰金鼎价值精选混合
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２００
富国天博创新主题股票
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１１５
长盛中证１００指数证券
投资基金 Ｂ０８３

万家１８０指数证券投资
基金 Ｂ２３９
万家和谐增长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 Ｂ２３９
万家双引擎灵活配置混
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２３６
万家精选股票型证券投
资基金 Ｂ２３８

万家稳健增利债券型证
券投资基金 Ｂ２３５
万家信用恒利债券型证
券投资基金 Ｂ２３４
万家货币市场证券投资
基金 Ｂ２３８

国泰金鑫股票型证券投
资基金 Ｂ１９８
国寿安保场内实时申赎
货币市场基金 Ｂ０７６
富国消费主题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 Ｂ１１０
长信睿进灵活配置混合
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０４８

长信多利灵活配置混合
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０５２
长信利广灵活配置混合
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０５０
长信利盈灵活配置混合
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０５０
长信量化多策略股票型
证券投资基金 Ｂ０４９

长信利富债券型证券投
资基金 Ｂ０５０
长信新利灵活配置混合
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０４８
长信改革红利灵活配置
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０５２

长信纯债一年定期开放
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０５３
长信量化中小盘股票型
证券投资基金 Ｂ０４７
长信可转债债券型证券
投资基金 Ｂ０５１

长信美国标准普尔１００
等权重指数增强型证券
投资基金

Ｂ０４８

长信量化先锋股票型证
券投资基金 Ｂ０４７

长信纯债壹号债券型证
券投资基金 Ｂ０５３
长信恒利优势股票型证
券投资基金 Ｂ０５２
长信利丰债券型证券投
资基金 Ｂ０５１
长信金利趋势股票型证
券投资基金 Ｂ０５１

长信银利精选开放式证
券投资基金 Ｂ０４６
广发现金宝场内实时申
赎货币市场基金 Ｂ１６３
益民货币市场基金 Ｂ０９７
益民红利成长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 Ｂ０９８
东吴嘉禾优势精选混合
型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 Ｂ０９６
东吴价值成长双动力股
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０９６

东吴行业轮动股票型证
券投资基金 Ｂ０９３

东吴进取策略灵活配置
混合型开放式证券投资
基金

Ｂ０９５

东吴新经济股票型证券
投资基金 Ｂ０９４
东吴新创业股票型证券
投资基金 Ｂ０９４
东吴新产业精选股票型
证券投资基金 Ｂ０９４

东吴优信稳健债券型证
券投资基金 Ｂ０９３
东吴增利债券型证券投
资基金 Ｂ０９２
东吴中证新兴产业指数
证券投资基金 Ｂ０９２

富安达优势成长股票型
证券投资基金 Ｂ０９９
富安达策略精选灵活配
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１００
富安达增强收益债券型
证券投资基金 Ｂ０９９
富安达现金通货币市场
证券投资基金 Ｂ１００

财通价值动量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 Ｂ０４５
财通多策略稳健增长债
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０４５
财通保本混合型发起式
证券投资基金 Ｂ０４６
方正富邦创新动力股票
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１０２

方正富邦红利精选股票
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１０２
方正富邦货币市场基金 Ｂ１０１
安信策略精选灵活配置
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０１３
安信目标收益债券证券
投资基金 Ｂ０１２
安信平稳增长混合型发
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Ｂ０１２
安信现金管理货币市场
基金 Ｂ０１１

德邦优化配置股票型证
券投资基金 Ｂ０５３
长城久泰沪深３００指数
证券投资基金 Ｂ０４１
长城中小盘成长股票型
证券投资基金 Ｂ０３７

富国天源平衡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 Ｂ１１１
富国天利增长债券投资
基金 Ｂ１１３
富国天合稳健优选股票
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１１４
富国天成红利灵活配置
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１１４

长城久利保本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 Ｂ０４１
广发理财７天债券型证
券投资基金 Ｂ１６９
富国沪深３００增强证券
投资基金 Ｂ１１９

财通中证财通中国可持
续发展１００指数增强型
证券投资基金

Ｂ０４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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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银瑞信产业债债券型
证券投资基金 Ｂ１４３
国联安保本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 Ｂ１８９
国联安中证医药１００指
数证券投资基金 Ｂ１８０

国联安中证股债动态策
略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Ｂ１８０

富兰克林国海焦点驱动
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
资基金

Ｂ１２７

国投瑞银中高等级债券
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２０８
上投摩根成长动力混合
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２３２

工银瑞信信用纯债一年
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
资基金

Ｂ１３３

工银瑞信信用纯债两年
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
资基金

Ｂ１３７

天治可转债增强债券型
证券投资基金 Ｂ２４１
博时安盈债券型证券投
资基金 Ｂ０３６

国泰中国企业境外高收
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１８９
富国信用增强债券型证
券投资基金 Ｂ１０８
广发轮动配置股票型证
券投资基金 Ｂ１６８

广发聚鑫债券型证券投
资基金 Ｂ１７０

博时沪港深优质企业灵
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

Ｂ０３１

博时丝路主题股票型证
券投资基金 Ｂ０２４
上投摩根天颐年丰混合
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２２３
富国国有企业债债券型
证券投资基金 Ｂ１２０

富国宏观策略灵活配置
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１２０

国投瑞银策略精选灵活
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
金

Ｂ２１８

广发聚优灵活配置混合
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１７０
博时灵活配置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 Ｂ０２８
广发美国房地产指数证
券投资基金 Ｂ１６８

工银瑞信添福债券型证
券投资基金 Ｂ１４０
富国信用债债券型证券
投资基金 Ｂ１０８
国泰美国房地产开发股
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１９７
工银瑞信保本３号混合
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１３５

富国目标收益一年期纯
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１１８
国泰策略收益灵活配置
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２０６

博时岁岁增利一年定期
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
金

Ｂ０２４

富国目标收益两年期纯
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１１８
光大保德信现金宝货币
市场基金 Ｂ０７０

广发成长优选灵活配置
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１７８
广发趋势优选灵活配置
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１６６
博时裕益灵活配置混合
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０１７

富国医疗保健行业股票
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１０７
工银瑞信月月薪定期支
付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１３０

国投瑞银岁添利一年期
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
资基金

Ｂ２１１

博时月月薪定期支付债
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０１６
方正富邦互利定期开放
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１０２

工银瑞信金融地产行业
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１５２
上投摩根红利回报混合
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２２８
上投摩根岁岁盈定期开
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２２４
信诚季季定期支付债券
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２５７

工银瑞信信息产业股票
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１４７
博时内需增长灵活配置
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０２７
广发集利一年定期开放
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１７５
广发亚太中高收益债券
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１６０

博时双月薪定期支付债
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０２５
博时双债增强债券型证
券投资基金 Ｂ０２５

富安达信用主题轮动纯
债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
资基金

Ｂ０９９

德邦德利货币市场基金 Ｂ０５６
国泰淘金互联网债券型
证券投资基金 Ｂ１９１
安信永利信用定期开放
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００９

上投摩根转型动力灵活
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
金

Ｂ２１８

长城医疗保健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 Ｂ０３８

富兰克林国海岁岁恒丰
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
资基金

Ｂ１２６

长盛城镇化主题股票型
证券投资基金 Ｂ０９１

国泰聚信价值优势灵活
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
金

Ｂ１９７

国泰安康养老定期支付
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２０７
广发全球医疗保健指数
证券投资基金 Ｂ１６５
上投摩根双债增利债券
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２２４

富国恒利分级债券型证
券投资基金 Ｂ１２０
广发天天红发起式货币
市场基金 Ｂ１６４

交易提示

宝钢股份(600019)公布2015年三季

度业绩网上说明会预告公告。

福建高速 (600033) 公布关于召开

201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提示性通

知。

同方股份(600100)公布重大事项进

展及复牌公告。

国中水务(600187)公布重大事项继

续停牌公告。

中铁二局(600528)公布重大资产重

组进展公告。

康恩贝 (600572) 公布第三季度季

报。

惠泉啤酒(600573)公布第三季度季

报。

光明乳业(600597)公布关于控股股

东计划增持公司股份的公告。

中技控股(600634)公布关于控股股

东及实际控制人颜静刚先生完成增持公

司股份承诺的公告。

飞乐音响(600651)公布重大资产重

组停牌公告。

金龙汽车(600686)公布2015年中

期利润分配实施公告。

*ST常林(600710)公布关于召开重

大资产重组投资者说明会的预告。

东方银星(600753)公布股票交易异

常波动公告。

安信信托(600816)公布重大事项继

续停牌公告。

王府井(600859)公布关于“12王府

01” 公司债券回售实施结果的公告。

马应龙 (600993) 公布第三季度季

报。

昊华能源(601101)公布第三季度季

报。

中国化学(601117)公布第二届监事

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国泰君安(601211)公布关于监事任

职的公告。

方正证券(601901)公布第二届董事

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人民网(603000)公布第二届董事会

第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雪峰科技(603227)公布第三季度季

报。

健盛集团(603558)公布第三季度季

报。

艾华集团(603989)公布关于工会民

主选举产生职工代表监事的公告。

美菱电器(000521)、天邦股份(002124)特别停牌。

东睦股份(600114)因重要事项未公告，自10月26日起连续停牌。

方正富邦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布关于方正富邦红利精选混合

型证券投资基金恢复申购、转换转

入、定期定额申购业务的公告。

国寿安保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布关于旗下国寿安保尊盈一年

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新

增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为销售机构的公告。

景顺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布关于旗下部分基金参加上海

证券基金申购费率优惠活动的公

告。

民生加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布关于旗下基金持有的股票停

牌后估值方法变更的提示性公告。

摩根士丹利华鑫基金管理有

限公司公布关于旗下基金调整停

牌股票“北京银行” 估值方法的公

告。

鑫元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公布

关于旗下基金新增北京乐融多源

投资咨询有限公司为基金销售机

构并开通基金转换、定期定额投资

业务及参与费率优惠活动的公告。

中信建投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布关于中信建投稳利保本2号混

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增加陆金所资

管、中泰证券、新兰德为销售机构

的公告。

深华发Ａ(000020)公布股票交易异

常波动公告。

*ST川化(000155)公布重大事项进

展暨股票继续停牌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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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

美菱电器(000521)公布重大事项停

牌公告。

华映科技(000536)公布关于公司非

公开发行股票相关事项获得台湾经济部

投资审议委员会审核通过的公告。

金浦钛业(000545)公布2015年第

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海德股份(000567)公布2015年第

二次临时股东大会通知的提示性公告。

汇源通信(000586)公布关于重大资

产重组的进展公告。

建投能源(000600)公布第七届董事

会第十二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青海明胶(000606)公布关于重大资

产重组进展情况的公告。

恒立实业 (000622) 公布关于召开

201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提示性公

告。

荣丰控股(000668)公布股票交易异

常波动公告。

*ST京蓝(000711)公布股票交易异

常波动公告。

新华制药(000756)公布2015年第

三季度报告正文。

北新建材(000786)公布关于深圳证

券交易所重组问询函回复的公告。

中国武夷(000797)公布股票交易异

常波动公告。

顺鑫农业(000860)公布2015年公

司债券（第二期）票面利率公告。

茂业物流(000889)公布关于重大资

产重组（资产收购） 实施阶段进展的公

告。

航天科技(000901)公布关于筹划重

大资产重组停牌进展公告。

新乡化纤(000949)公布非公开发行

A股股票预案。

建峰化工 (000950)公布“12建峰

债” 2015年付息公告。

东方能源 (000958) 公布关于召开

201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提示性公

告。

新中基(000972)公布关于重大资产

重组的停牌进展的公告。

银亿股份(000981)公布关于筹划非

公开发行股票事项继续停牌的公告。

华邦健康(002004)公布关于股票交

易异常波动的公告。

大族激光 (002008) 公布关于召开

201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提示公

告。

传化股份(002010)公布股票交易异

常波动的公告。

汉麻产业(002036)公布2015年第

三季度报告。

南京港(002040)公布2015年第三

季度报告。

华孚色纺(002042)公布2015年第

三季度报告。

江苏三友(002044)公布重大资产重

组进展公告。

同洲电子(002052)公布重大

事项停牌进展公告。

海翔药业(002099)公布关于

“12海翔债” 公司债券2015年付

息兑付及摘牌的公告。

天邦股份(002124)公布关于

重大事项停牌公告。

荣盛发展(002146)公布关于

召开公司2015年度第十二次临时

股东大会的提示性公告。

西部材料(002149)公布关于

重大资产重组停牌进展的公告。

飞马国际(002210)公布关于

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进展公

告。

科大讯飞(002230)公布2015

年第三季度报告。

大华股份(002236)公布2015

年第三季度报告。

恒邦股份(002237)公布2012

年公司债券2015年付息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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