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B219

■ 2015年10月27日 星期二

信息披露

isclosure

D

上证可质押城投债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2015

年

9

月

30

日

交银施罗德环球精选价值证券投资基金

2015

年

9

月

30

日

基金管理人：海富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报告送出日期：二〇一五年十月二十七日

§1� �重要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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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金托管人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根据本基金合同规定， 于2015年10月2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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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

基金的过往业绩并不代表其未来表现。 投资有风险，投资者在作出投资决策前应仔细阅读本基金的

招募说明书。

本报告中财务资料未经审计。

本报告期自2015年7月1日起至9月30日止。

§2� �基金产品概况

基金简称 海富通上证可质押城投债ETF

场内简称 城投ETF

基金主代码 511220

交易代码 511220

基金运作方式 交易型开放式

基金合同生效日 2014年11月13日

报告期末基金份额总额 61,358,135.00份

投资目标

本基金将紧密跟踪标的指数，追求跟踪偏离度和跟踪误差的最小化，力争本基

金的净值增长率与业绩比较基准之间的日均跟踪偏离度的绝对值不超过

0.25%，年化跟踪误差不超过3%。

投资策略

本基金为指数基金，将采用分层抽样复制法对业绩比较基准进行跟踪。 当由

于市场流动性不足或因法规规定等其他原因，导致标的指数成份券及备选成

份券无法满足投资需求时，基金管理人可以在成份券及备选成份券外寻找其

他债券构建替代组合，对指数进行跟踪复制。

业绩比较基准 上证可质押城投债指数

风险收益特征

本基金属于债券型基金，其预期收益及预期风险水平低于股票型基金、混合型

基金，高于货币市场基金。

本基金属于指数基金，采用分层抽样复制策略，跟踪上证可质押城投债指

数，其风险收益特征与标的指数所表征的债券市场组合的风险收益特征相似。

基金管理人 海富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3� �主要财务指标和基金净值表现

3.1�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人民币元

主要财务指标

报告期

(2015年7月1日-2015年9月30日)

上期金额

1.本期已实现收益

82,069,690.96

-

2.本期利润

181,845,777.41

-

3.加权平均基金份额本期利润

2.9489

-

4.期末基金资产净值

6,155,350,244.20

-

5.期末基金份额净值

100.318

-

注：（1）所述基金业绩指标不包括持有人认购或交易基金的各项费用，计入费用后实际收益水平要

低于所列数字。

（2）本期已实现收益指基金本期利息收入、投资收益、其他收入（不含公允价值变动收益）扣除相关

费用后的余额，本期利润为本期已实现收益加上本期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3）本基金已于2014年12月3日进行了基金份额折算，折算比例为0.01。

3.2�基金净值表现

3.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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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阶段

净值增长

率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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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去三个月 2.98% 0.06% 1.72% 0.04% 1.26% 0.02%

3.2.2� �自基金合同生效以来基金份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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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证可质押城投债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份额累计净值增长率与业绩比较基准收益率历史走势对比图

(2014年11月13日至2015年9月30日)

注：1、本基金合同于2014年11月13日生效，截至报告期末本基金合同生效未满一年。

2、按照本基金合同规定，本基金建仓期为基金合同生效之日起3个月。 建仓期结束时本基金的各项

投资比例已达到基金合同第十四部分（二）投资范围、（四）投资限制中规定的各项比例。

§4� �管理人报告

4.1�基金经理（或基金经理小组）简介

姓名 职务

任本基金的基金经理期限

证券从业年限 说明

任职日期 离任日期

陈轶平

本基金

的基金

经理；海

富通货

币基金

经理；海

富通季

季增利

理财债

券基金

经理

2014-11-13 - 6年

博 士 ， 特 许 金 融 分 析 师

（CFA），持有基金从业人员资

格证书，2009年1月至2009年8

月 任 Mariner� Investment�

Group�LLC�分析师，2009年10

月至2011年9月任瑞银企业管

理 （上海） 有限公司副董事，

2011年10月加入海富通基金管

理有限公司，任债券投资经理，

2013年8月起任海富通货币基

金经理。2014年8月起兼任海富

通季季增利理财债券基金经

理。 2014年11月兼任海富通上

证可质押城投债ETF基金经

理。

注：1、对基金的首任基金经理，其任职日期指基金合同生效日，离任日期指公司做出决定之日；非首

任基金经理，其任职日期和离任日期均指公司做出决定之日。

2、证券从业年限的计算标准：自参加证券行业的相关工作开始计算。

4.2�管理人对报告期内本基金运作遵规守信情况的说明

本报告期内，本基金管理人认真遵循《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及其他有关法律法规、基金

合同的规定，本着诚实信用、勤勉尽职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没有发生损害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的

行为。

4.3�公平交易专项说明

4.3.1�公平交易制度的执行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根据证监会2011年发布的《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公平交易制度指导意见》的具体

要求，持续完善了公司投资交易业务流程和公平交易制度。制度和流程覆盖了境内上市股票、债券的一级

市场申购、二级市场交易等投资管理活动，涵盖了授权、研究分析、投资决策、交易执行、业绩评估等投资

管理活动相关的各个环节。同时，公司投资交易业务组织架构保证了各投资组合投资决策相对独立，确保

其在获得投资信息、投资建议和实施投资决策方面享有公平的机会。

公司建立了严格的投资交易行为监控制度，公司投资交易行为监控体系由交易室、投资部、监察稽核

部和风险管理部组成，各部门各司其职，对投资交易行为进行事前、事中和事后的全程监控，保证公平交

易制度的执行和实现。

报告期内，公司在严格遵循独立投资决策流程和执行投资交易行为监控制度的基础上，对本基金与

公司旗下所有其他投资组合之间的整体收益率差异、分投资类别（股票、债券）的收益率差异进行了分

析，并采集了连续四个季度期间内、不同时间窗下（如日内、3日内、5日内）同向交易的样本，对其进行了

95%置信区间，假设溢价率为0的T分布检验，检验结果表明，在T日、T+3日和T+5日不同循环期内，不管

是买入或是卖出，公司各组合间买卖价差不显著，表明报告期内公司对旗下各基金进行了公平对待，不存

在各投资组合之间进行利益输送的行为。

4.3.2�异常交易行为的专项说明

本报告期内，未发现本基金进行可能导致不公平交易和利益输送的异常交易。

4.4�报告期内基金的投资策略和运作分析

从经济基本面看，三季度经济整体延续了上半年以来的颓势，工业产出、投资、消费以及出口再创今

年以来的新低，原材料、产成品价格依旧羸弱，而食品价格上涨导致CPI与PPI背离扩大，同时受制于财政

和地方政府杠杆的约束，稳增长的效果仍未有明显体现。在这种情况下，三季度货币政策延续了自2014年

以来的宽松态势，8月26日，人民银行将法定存准率从18.5%调降0.5%至18%，同时，调降基准存贷款利率

0.25%，一年期存款利率由2%降至1.75%，一年期贷款利率由4.85%降至4.6%。 基于此，货币市场利率在三

季度保持低位，1天和7天回购加权平均利率大部分时间维持在1.6%和2.4%左右， 流动性始终保持宽裕。

利率债收益率在三季度呈现分化的走势， 短端利率有所上行，1年期国债收益率从二季度的1.74%上行

65BP至2.39%左右， 而长端利率有一定程度下行，10年期国债收益率维持从3.60%下行37bp至3.23%，期

限利差大幅收窄。 三季度信用债走势与利率债相似，期限利差缩窄，同时在权益市场急转直下、风险偏好

明显下降的背景下，高评级信用利差继续收窄，而评级间利差相对二季度也明显收窄。三季度城投债的投

资情绪继续保持一定热度，14年底以来对城投债兑付的担忧随着地方融资放松而逐步消退， 城投债收益

率中枢继续下移。

作为指数基金，在操作上我们严格遵守基金合同，应用指数复制策略和数量化手段提高组合与指数

的拟合度，降低跟踪误差。

4.5报告期内基金的业绩表现

报告期内， 海富通上证可质押城投债ETF基金净值增长率为2.98%， 同期业绩比较基准收益率为

1.72%。

4.6管理人对宏观经济、证券市场及行业走势的简要展望

从经济基本面看，一方面经济内生增长动力依然偏弱，投资需求较差。 近期地产销售的阶段性回暖，

似乎是地产商去库存的福音，而非投资重启的先兆。另一方面，稳增长政策尤其是积极财政政策的效果可

能在四季度有所体现。因此我们预计四季度经济整体将维持弱势稳定格局。在这样的宏观背景下，货币政

策在四季度仍将保持宽松，不排除会再次出现降准和降息。而在短端利率已有一定幅度上行的前提下，货

币市场利率中枢相对三季度或将维持平稳。 利率债方面，期限利差可能会继续收窄，但空间并不大。 而长

端利率的走势则需重点观测权益市场的变化以及美联储加息的情况。信用债方面，仍需重点关注煤炭、有

色、机械设备和建材等强周期行业的信用风险。目前信用债收益率和利差均降至历史极低水平，未来收益

率继续下行的弹性减弱，套息需求边际减弱亦会制约利差的继续缩窄。

未来，本基金将继续严格按照基金合同的要求，秉承指数化投资策略，提高组合与指数的拟合度。

4.7报告期内基金持有人数或基金资产净值预警说明

本基金本报告期无需要说明的情形。

§5投资组合报告

5.1�报告期末基金资产组合情况

序号 项目 金额（元）

占基金总资产的比

例（％）

1 权益投资 - -

其中：股票 - -

2 固定收益投资 5,827,899,247.10 94.64

其中：债券 5,827,899,247.10 94.64

资产支持证券 - -

3 贵金属投资 - -

4 金融衍生品投资 - -

5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101,900,712.85 1.65

其中：买断式回购的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 -

6 银行存款和结算备付金合计 36,481,351.82 0.59

7 其他资产 191,752,569.12 3.11

8 合计 6,158,033,880.89 100.00

5.2�报告期末按行业分类的股票投资组合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股票。

5.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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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股票。

5.4�报告期末按债券品种分类的债券投资组合

序号 债券品种 公允价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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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其中：政策性金融债 - -

4 企业债券 5,797,771,247.10 94.19

5 企业短期融资券 30,128,000.00 0.49

6 中期票据 - -

7 可转债 - -

8 其他 - -

9 合计 5,827,899,247.10 94.68

5.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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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序号 债券代码 债券名称 数量（张） 公允价值(元)

占基金资产

净值比例

（％）

1 124487 14邵城投 834,390 92,124,999.90 1.50

2 124020 12辽城经 823,030 85,858,489.60 1.39

3 124736 14柳龙投 728,970 81,972,676.50 1.33

4 122719 12龙交投 728,970 81,877,910.40 1.33

5 124575 14汕投资 728,970 80,886,511.20 1.31

5.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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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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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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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9�报告期末本基金投资的股指期货交易情况说明

5.9.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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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9.2�本基金投资股指期货的投资政策

根据本基金合同，本基金暂不投资股指期货。

5.10�报告期末本基金投资的国债期货交易情况说明

5.10.1�本期国债期货投资政策

根据本基金合同，本基金暂不投资国债期货。

5.10.2�报告期末本基金投资的国债期货持仓和损益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国债期货。

5.10.3�本期国债期货投资评价

根据本基金合同，本基金暂不投资国债期货。

5.11�投资组合报告附注

5.11.1报告期内,本基金投资的前十名证券的发行主体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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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1.2本基金投资的前十名股票中,没有投资于超出基金合同规定备选股票库之外的股票。

5.11.3�其他资产构成

序号 名称 金额（元）

1 存出保证金 32,888.02

2 应收证券清算款 194,583.46

3 应收股利 -

4 应收利息 191,511,327.78

5 应收申购款 -

6 其他应收款 -

7 待摊费用 13,769.86

8 其他 -

9 合计 191,752,569.12

5.1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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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1.5�报告期末前十名股票中存在流通受限情况的说明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股票。

§6� �开放式基金份额变动

单位：份

本报告期期初基金份额总额 62,168,135.00

本报告期基金总申购份额 -

减：本报告期基金总赎回份额 810,000

本报告期基金拆分变动份额 -

本报告期期末基金份额总额 61,358,135.00

§7� �基金管理人运用固有资金投资本基金情况

7.1�基金管理人持有本基金份额变动情况

本基金本报告期基金管理人未持有本基金。

7.2�基金管理人运用固有资金投资本基金交易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基金管理人未运用固有资金投资本基金。

§8�影响投资者决策的其他重要信息

海富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成立于2003年4月，是中国首批获准成立的中外合资基金管理公司。

从2003年8月开始，海富通先后募集成立了32只公募基金。 截至2015年9月30日，海富通管理的公募

基金资产规模超过313亿元人民币。

作为国家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首批企业年金基金投资管理人，截至2015年9月30日，海富通为近

80家企业超过387亿元的企业年金基金担任了投资管理人。 作为首批特定客户资产管理业务资格的基金

管理公司，截至2015年9月30日，海富通旗下专户理财管理资产规模超过103亿元。2010年12月，海富通基

金管理有限公司被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选聘为境内委托投资管理人。2012�年9�月，中国保监会公告

确认海富通基金为首批保险资金投资管理人之一。2014年8月，海富通全资子公司上海富诚海富通资产管

理公司正式开业，获准开展特定客户资产管理服务。

2004年末开始，海富通为QFII（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及其他多个海内外投资组合担任投资咨询顾

问，截至2015年9月30日，投资咨询及海外业务规模超过108亿元人民币。 2011年12月，海富通全资子公

司———海富通资产管理（香港）有限公司获得证监会核准批复RQFII（人民币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业

务资格，能够在香港筹集人民币资金投资境内证券市场。2012年2月，海富通资产管理（香港）有限公司已

募集发行了首只RQFII产品。

海富通同时还在不断践行其社会责任。 公司自2008年启动“绿色与希望-橄榄枝公益环保计划” ，针

对汶川震区受灾学校、上海民工小学、安徽老区小学进行了物资捐赠，向内蒙古库伦旗捐建了环保公益

林。 几年来，海富通的公益行动进一步升级，持续为上海民工小学学生捐献生活物资，并向安徽农村小学

捐献图书室。 此外，海富通还积极推进投资者教育工作，推出了以“幸福投资” 为主题和特色的投资者教

育活动，向投资者传播长期投资、理性投资的理念。

§9�备查文件目录

9.1�备查文件目录

（一）中国证监会批准设立上证可质押城投债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的文件

（二）上证可质押城投债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

（三）上证可质押城投债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

（四）上证可质押城投债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托管协议

（五）中国证监会批准设立海富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的文件

（六）报告期内上证可质押城投债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在指定报刊上披露的各项公告

9.2�存放地点

上海市浦东新区陆家嘴花园石桥路66号东亚银行金融大厦36－37层本基金管理人办公地址。

9.3�查阅方式

投资者可于本基金管理人办公时间预约查阅。

海富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一五年十月二十七日

基金管理人：交银施罗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报告送出日期：二〇一五年十月二十七日

§1� �重要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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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金托管人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根据本基金合同规定，于2015年10月2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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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

基金的过往业绩并不代表其未来表现。 投资有风险，投资者在作出投资决策前应仔细阅读本基金的招募说明书。

本报告中财务资料未经审计。

本报告期自2015年7月1日起至9月30日止。

§2� �基金产品概况

基金简称 交银环球精选混合(QDII)

基金主代码 519696

交易代码 519696

基金运作方式 契约型开放式

基金合同生效日 2008年8月22日

报告期末基金份额总额 59,163,014.54份

投资目标

通过全球资产配置和灵活分散投资，在有效分散和控制风险的前提下，实现

长期资本增值。

投资策略

自上而下配置资产，通过对全球宏观经济和各经济体的基本面分析，在不同

区域间进行有效资产配置，自下而上精选证券，挖掘定价合理、具备持续竞争

优势的上市公司股票进行投资，并有效控制下行风险。

业绩比较基准

70%×标准普尔全球大中盘指数(S&P�Global�LargeMidCap�Index)+30%×

恒生指数

风险收益特征

本基金是一只混合型基金，其风险和预期收益高于债券型基金和货币市场基

金，低于股票型基金。 属于承担较高风险、预期收益较高的证券投资基金品

种。 此外，本基金在全球范围内进行投资，除了需要承担国际市场的市场波

动风险之外，还面临汇率风险、国别风险、新兴市场风险等海外市场投资所面

临的特别投资风险。

基金管理人 交银施罗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境外投资顾问英文名称 Schroder�Investment�Management�Limited

境外投资顾问中文名称 施罗德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境外资产托管人英文名称 JPMorgan�Chase�Bank，National�Association

境外资产托管人中文名称 摩根大通银行

§3� �主要财务指标和基金净值表现

3.1�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人民币元

主要财务指标

报告期

(2015年7月1日-2015年9月30日)

1.本期已实现收益 -1,195,674.14

2.本期利润 -17,033,517.62

3.加权平均基金份额本期利润 -0.2788

4.期末基金资产净值 87,001,521.29

5.期末基金份额净值 1.471

注：1、上述基金业绩指标不包括持有人认购或交易基金的各项费用，计入费用后的实际收益水平要低于所列数字；

2、本期已实现收益指基金本期利息收入、投资收益、其他收入（不含公允价值变动收益）扣除相关费用后的余额，

本期利润为本期已实现收益加上本期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3.2�基金净值表现

3.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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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阶段

净值增

长率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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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去三个月 -15.12% 1.70% -13.22% 1.18% -1.90% 0.52%

3.2.2� �自基金合同生效以来基金份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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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交银施罗德环球精选价值证券投资基金

份额累计净值增长率与业绩比较基准收益率历史走势对比图

（2008年8月22日至2015年9月30日）

注：本基金建仓期为自基金合同生效日起的6个月。 截至建仓期结束，本基金各项资产配置比例符合基金合同及招

募说明书有关投资比例的约定。

§4� �管理人报告

4.1�基金经理（或基金经理小组）简介

姓

名

职务

任本基金的基金经理期限

证券从

业年限

说明

任职日期 离任日期

蔡

铮

交银环球精选混合(QDII)、

交银上证180公司治理ETF

及其联接、交银深证300价

值ETF及其联接、交银全球

资源混合(QDII)、交银国证

新能源指数分级、交银中证

海外中国互联网指数

（QDII-LOF)、交银中证互

联网金融指数分级、交银中

证环境治理指数分级的基

金经理，公司量化投资部助

理总经理

2015-04-

22

- 6年

蔡铮先生，复旦大学电子工程硕士。

历任瑞士银行香港分行分析员。

2009年加入交银施罗德基金管理有

限公司，历任投资研究部数量分析

师、基金经理助理。 2012年12月27

日至2015年6月30日担任交银施罗

德沪深300行业分层等权重指数证

券投资基金基金经理。

注：基金经理（或基金经理小组）期后变动（如有）敬请关注基金管理人发布的相关公告。

4.2�境外投资顾问为本基金提供投资建议的主要成员简介

姓名 在境外投资顾问所任职务 证券从业年限 说明

Simon�Webber

施罗德集团多区域（全球及

国际）股票投资主管、全球

和国际股票基金经理、全球

气候变化股票基金经理

16年

Simon�Webber先生，英国曼彻斯

特大学物理学学士，CFA。 1999

年加入施罗德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历任全球技术团队分析员。

4.3�报告期内本基金运作遵规守信情况说明

在报告期内，本基金管理人严格遵循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基金合同和其他相关法律法规的规

定，并本着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基金投资管理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基金合同的规定，为基

金持有人谋求最大利益。

4.4�公平交易专项说明

4.4.1公平交易制度的执行情况

本公司制定了严格的投资控制制度和公平交易监控制度来保证旗下基金运作的公平， 旗下所管理的所有资产组

合，包括证券投资基金和特定客户资产管理专户均严格遵循制度进行公平交易。

公司建立资源共享的投资研究信息平台，确保各投资组合在获得投资信息、投资建议和实施投资决策方面享有公

平的机会。 公司在交易执行环节实行集中交易制度，建立公平的交易分配制度。 对于交易所公开竞价交易，遵循“时间

优先、价格优先、比例分配”的原则，全部通过交易系统进行比例分配；对于非集中竞价交易、以公司名义进行的场外交

易，遵循“价格优先、比例分配”的原则按事前独立确定的投资方案对交易结果进行分配。

公司中央交易室和风险管理部进行日常投资交易行为监控， 风险管理部负责对各账户公平交易进行事后分析，于

每季度和每年度分别对公司管理的不同投资组合的整体收益率差异、分投资类别的收益率差异以及不同时间窗口同向

交易的交易价差进行分析，通过分析评估和信息披露来加强对公平交易过程和结果的监督。

报告期内本公司严格执行公平交易制度，公平对待旗下各投资组合，未发现任何违反公平交易的行为。

4.4.2�异常交易行为的专项说明

本基金于本报告期内不存在异常交易行为。 本报告期内，本公司管理的所有投资组合参与的交易所公开竞价同日

反向交易成交较少的单边交易量没有超过该证券当日总成交量5%的情形， 本基金与本公司管理的其他投资组合在不

同时间窗下（如日内、3日内、5日内）同向交易的交易价差未出现异常。

4.5�报告期内基金的投资策略和业绩表现说明

三季度可谓多事之秋，全球市场风险偏好下降、市场下跌。 中美两大经济体：人民币改变汇率中间价，美国加息延

后，都增加了投资者对经济的不确定性预期，风险偏好持续降低。 欧洲方面：难民增加、“黑天鹅”的大众汽车数据造假

事件，亦增添了投资者对于欧洲经济的担忧。 市场方面，国内股市下跌超过25%，影响波及欧美，于此同时，海外市场自

身的不稳定性也推动了市场震荡，德、法都下跌超过10%，美国市场也回落约20%。 内外双重压力下，三季度，香港市场

下跌约20%。 在市场调整中，本基金尽管保持了相对收益，仍有一定的回撤，主要在7月、8月，从9月净值开始企稳回升。

展望四季度，我们认为，投资者信心难稳固，将更多关注企业盈利情况。 美联储对于加息的悬而未决扰动了市场预

期，而下一次的加息窗口在12月，这使得市场短期难有明朗的方向。 欧洲方面，大众事件对于德国、欧盟的经济影响仍

在发酵，尚无法充分估计。 10月中后期，中、美都有一系列的三季度经济数据公布，这将对全球的市场预期波动产生影

响，我们将密切关注。H股市场方面，7月、8月的连续下跌，已经体现了风险偏好的回落，目前恒生国企指数市净率在1以

下。我们认为：市场风险已经有一定释放，港股预计呈现筑底震荡态势。我们将深化自下而上精选个股的策略，力求在消

费、TMT和环保等趋势向好的行业中寻找优质龙头公司，努力为投资者获取积极稳健的回报。

截至2015年9月30日，本基金份额净值为1.471元，本报告期份额净值增长率为-15.12%，同期业绩比较基准增长率

为-13.22%。

4.6�报告期内基金持有人数或基金资产净值预警说明

本基金本报告期内无需预警说明。

§5� �投资组合报告

5.1�报告期末基金资产组合情况

序号 项目 金额（人民币元） 占基金总资产的比例（％）

1 权益投资 82,097,768.12 94.03

其中：普通股 81,437,128.03 93.28

存托凭证 660,640.09 0.76

优先股 - -

房地产信托 - -

2 基金投资 - -

3 固定收益投资 - -

其中：债券 - -

资产支持证券 - -

4 金融衍生品投资 - -

其中：远期 - -

期货 - -

期权 - -

权证 - -

5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 -

其中：买断式回购的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 -

6 货币市场工具 - -

7 银行存款和结算备付金合计 4,246,842.07 4.86

8 其他资产 961,773.74 1.10

9 合计 87,306,383.93 100.00

5.2�报告期末在各个国家（地区）证券市场的股票及存托凭证投资分布

国家（地区） 公允价值(人民币元)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

美国 30,164,664.11 34.67

香港 25,268,736.90 29.04

英国 9,963,827.08 11.45

日本 4,595,815.66 5.28

法国 3,051,624.59 3.51

德国 2,446,077.47 2.81

瑞士 1,264,426.27 1.45

芬兰 1,065,444.37 1.22

西班牙 890,826.40 1.02

挪威 867,856.56 1.00

荷兰 682,876.61 0.78

泰国 682,113.91 0.78

新加坡 603,214.85 0.69

巴西 550,263.34 0.63

合计 82,097,768.12 94.36

注：1、国家（地区）类别根据其所在的证券交易所确定；

2、ADR、GDR按照存托凭证本身挂牌的证券交易所确定。

5.3�报告期末按行业分类的股票及存托凭证投资组合

行业类别 公允价值（人民币元）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

金融 23,170,722.87 26.63

信息技术 13,041,997.28 14.99

非必需消费品 11,813,288.32 13.58

工业 10,377,475.63 11.93

保健 9,417,482.90 10.82

必需消费品 7,172,470.67 8.24

材料 3,185,804.98 3.66

能源 2,750,117.07 3.16

电信服务 1,168,408.40 1.34

合计 82,097,768.12 94.36

注：以上分类采用全球行业分类标准（GICS）。

5.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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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存托凭证投资明细

序

号

公司名称（英

文）

公司名称

（中文）

证券代

码

所在证券

市场

所属国家

（地区）

数量

（股）

公允价值（人

民币元）

占基金资产

净值比例

（％）

1

Sunac�China�

Holdings�

Limited

融创中国控

股有限公司

1918�

HK

香港证券

交易所

香港

702,

000

2,327,850.32 2.68

2 Alphabet�Inc

Alphabet公

司

GOOG

L�US

美国证券

交易所

美国 472 1,916,727.37 2.20

3 Pfizer�Inc

辉瑞制药公

司

PFE�

US

美国证券

交易所

美国 8,524 1,703,167.08 1.96

4 Citigroup�Inc 花旗集团 C�US

美国证券

交易所

美国 5,229 1,650,189.22 1.90

5

Ping�An�

Insurance�

(Group)�

Company�Of�

China,Ltd.

中国平安保

险(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

2318�

HK

香港证券

交易所

香港 52,000 1,636,836.45 1.88

6

Comcast�

Corporation

康卡斯特公

司

CMC-

SA�US

美国证券

交易所

美国 4,009 1,450,579.45 1.67

7

Reckitt�

Benckiser�

Group�Plc

利洁时集团

RB/�

LN

伦敦证券

交易所

英国 2,460 1,419,206.33 1.63

8

Unitedhealth�

Group�Inc

美国联合健

康集团

UNH�

US

美国证券

交易所

美国 1,800 1,328,353.94 1.53

9 Diageo�Plc

帝亚吉欧公

司

DGE�

LN

伦敦证券

交易所

英国 7,644 1,304,120.68 1.50

10

JPMorgan�

Chase�&�Co

摩根大通公

司

JPM�

US

美国证券

交易所

美国 3,362 1,303,946.53 1.50

注：前十名股票及存托凭证的排名是按照上市公司不同的上市交易所合并计算排列所得。

5.5�报告期末按债券信用等级分类的债券投资组合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债券。

5.6�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五名债券投资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债券。

5.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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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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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衍生品投资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金融衍生品。

5.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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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投资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基金。

5.10�投资组合报告附注

5.10.1报告期内本基金投资的前十名证券的发行主体未被监管部门立案调查， 在本报告编制日前一年内本基金投

资的前十名证券的发行主体未受到公开谴责和处罚。

5.10.2本基金投资的前十名股票中，没有超出基金合同规定的备选股票库之外的股票。

5.10.3�其他资产构成

序号 名称 金额（人民币元）

1 存出保证金 -

2 应收证券清算款 877,134.05

3 应收股利 81,884.00

4 应收利息 95.01

5 应收申购款 2,660.68

6 其他应收款 -

7 待摊费用 -

8 其他 -

9 合计 961,773.74

5.10.4�报告期末持有的处于转股期的可转换债券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处于转股期的可转换债券。

5.10.5�报告期末前十名股票中存在流通受限情况的说明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前十名股票中不存在流通受限的情况。

5.10.6�投资组合报告附注的其他文字描述部分

由于四舍五入的原因，分项之和与合计项之间可能存在尾差。

§6� �开放式基金份额变动

单位：份

报告期期初基金份额总额 66,607,870.93

报告期期间基金总申购份额 1,084,897.35

减：报告期期间基金总赎回份额 8,529,753.74

报告期期间基金拆分变动份额（份额减少以“-”填

列）

-

报告期期末基金份额总额 59,163,014.54

注：1、如果本报告期间发生转换入、红利再投业务，则总申购份额中包含该业务；

2、如果本报告期间发生转换出业务，则总赎回份额中包含该业务。

§7� �基金管理人运用固有资金投资本基金交易明细

本基金管理人本报告期内未进行本基金的申购、赎回、红利再投等；本基金管理人本报告期末持有本基金份额23,

951,843.25份，占本基金期末总份额的40.48%。

§8�影响投资者决策的其他重要信息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关于实施<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有关问题的规定》

以及《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第三十条的规定“基金合同和基金招募说明书应当按照下列规定载明基

金的类别：（一）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基金资产投资于股票的，为股票基金；……（五）投资于股票、债券、货币市场工具或

其他基金份额，并且股票投资、债券投资、基金投资的比例不符合第（一）项、第（二）项、第（四）项规定的，为混合基

金；……” ，由于交银施罗德环球精选价值证券投资基金的基金投资比例已不符合《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

法》中关于股票型基金的要求，经与基金托管人协商一致，并报中国证监会备案，本基金管理人决定自2015年8月8日

起，调整本基金类型为混合型基金，同时相应修改基金合同和托管协议相关表述。 详情请见本基金管理人于2015年8月

5日发布的《交银施罗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旗下部分基金变更基金类别及修改基金名称并相应修改基金合同和托

管协议的公告》。

§9�备查文件目录

9.1�备查文件目录

1、中国证监会批准交银施罗德环球精选价值证券投资基金募集的文件；

2、《交银施罗德环球精选价值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

3、《交银施罗德环球精选价值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

4、《交银施罗德环球精选价值证券投资基金托管协议》；

5、关于申请募集交银施罗德环球精选价值证券投资基金之法律意见书；

6、基金管理人业务资格批件、营业执照；

7、基金托管人业务资格批件、营业执照；

8、报告期内交银施罗德环球精选价值证券投资基金在指定报刊上各项公告的原稿。

9.2�存放地点

备查文件存放于基金管理人的办公场所。

9.3�查阅方式

投资者可在办公时间内至基金管理人的办公场所免费查阅备查文件，或者登录基金管理人的网站(www.fund001.

com，www.bocomschroder.com)查阅。 在支付工本费后，投资者可在合理时间内取得上述文件的复制件或复印件。

投资者对本报告书如有疑问， 可咨询本基金管理人交银施罗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本公司客户服务中心电话：

400-700-5000（免长途话费），021-61055000，电子邮件：services@jysld.com。

基金管理人：交银施罗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报告送出日期：二〇一五年十月二十七日

§1� �重要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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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金托管人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根据本基金合同规定，于2015年10月2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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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

基金的过往业绩并不代表其未来表现。 投资有风险，投资者在作出投资决策前应仔细阅读本基金的招募说明书。

本报告中财务资料未经审计。

本报告期自2015年7月1日起至9月30日止。

§2� �基金产品概况

基金简称 交银全球资源混合(QDII)

基金主代码 519709

交易代码 519709

基金运作方式 契约型开放式

基金合同生效日 2012年5月22日

报告期末基金份额总额 28,437,924.18份

投资目标

在全球范围内精选自然资源相关行业的上市公司，通过积极主动的资产配置和

组合管理，在有效控制组合下行风险的前提下力争实现资本的长期保值增值。

投资策略

通过对全球宏观经济、大宗商品价格和自然资源相关行业上市公司基本面的分

析，根据宏观经济运行特点对不同自然资源类别相关资产价格或其所对应的大

宗商品（如能源、贵金属、基本金属、农产品等）价格所产生的不同影响，利用基

金管理人在大宗商品、自然资源及其相关产业等领域的专业研究，自上而下的

选择明显受益于宏观经济运行特征的自然资源类别进行投资，同时在该资源类

别内自下而上精选证券，挖掘定价合理、具备持续竞争优势、明显受益于相关资

源价格上涨的上市公司股票进行投资，在有效控制下行风险的前提下，优化组

合收益，构建具有长期投资价值的投资组合，实现资产的保值增值。

业绩比较基准

MSCI全球原材料总收益指数收益率×65%＋MSCI全球能源总收益指数收益

率×35%

风险收益特征

本基金为主要投资全球范围内自然资源相关行业上市公司的主动混合型基金，

基金所投之标的与全球经济景气度、大宗商品市场表现及各相关产业联动性相

对较高，波动性较大，其风险和预期收益高于债券型基金和货币市场基金，低于

股票型基金。 属于承担较高风险、预期收益较高的证券投资基金品种。

基金管理人 交银施罗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境外投资顾问英文名称 Schroder�Investment�Management�Limited

境外投资顾问中文名称 施罗德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境外资产托管人英文名称 JPMorgan�Chase�Bank，National�Association

境外资产托管人中文名称 摩根大通银行

§3� �主要财务指标和基金净值表现

3.1�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人民币元

主要财务指标

报告期

(2015年7月1日-2015年9月30日)

1.本期已实现收益 -12,960,778.76

2.本期利润 -14,215,408.45

3.加权平均基金份额本期利润 -0.4155

4.期末基金资产净值 32,511,117.12

5.期末基金份额净值 1.143

注：1、上述基金业绩指标不包括持有人认购或交易基金的各项费用，计入费用后的实际收益水平要低于所列数字；

2、本期已实现收益指基金本期利息收入、投资收益、其他收入（不含公允价值变动收益）扣除相关费用后的余额，本

期利润为本期已实现收益加上本期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3.2�基金净值表现

3.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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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阶段

净值增

长率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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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去三个月 -10.14% 4.10% -19.64% 1.35% 9.50% 2.75%

3.2.2� �自基金合同生效以来基金份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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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交银施罗德全球自然资源证券投资基金

份额累计净值增长率与业绩比较基准收益率历史走势对比图

（2012年5月22日至2015年9月30日）

注：本基金建仓期为自基金合同生效日起的6个月。 截至建仓期结束，本基金各项资产配置比例符合基金合同及招募

说明书有关投资比例的约定。

§4� �管理人报告

4.1�基金经理（或基金经理小组）简介

姓

名

职务

任本基金的基金经理期限

证券从

业年限

说明

任职日期 离任日期

蔡

铮

交银环球精选混合

(QDII)、交银上证180

公司治理ETF及其联

接、交银深证300价

值ETF及其联接、交

银全球资源混合

(QDII)、交银国证新

能源指数分级、交银

中证海外中国互联

网指数

（QDII-LOF)、交银

中证互联网金融指

数分级、交银中证环

境治理指数分级的

基金经理，公司量化

投资部助理总经理

2015-04-

22

- 6年

蔡铮先生，复旦大学电子工程硕士。 历

任瑞士银行香港分行分析员。 2009年加

入交银施罗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历任

投资研究部数量分析师、基金经理助理。

2012年12月27日至2015年6月30日担任

交银施罗德沪深300行业分层等权重指

数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经理。

注：基金经理（或基金经理小组）期后变动（如有）敬请关注基金管理人发布的相关公告。

4.2�境外投资顾问为本基金提供投资建议的主要成员简介

姓名 在境外投资顾问所任职务 证券从业年限 说明

Simon�Webber

施罗德集团多区域（全球及

国际）股票投资主管、全球

和国际股票基金经理、全球

气候变化股票基金经理

16年

Simon�Webber先生，英

国曼彻斯特大学物理学

学士，CFA。 1999年加入

施罗德投资管理有限公

司，历任全球技术团队分

析员。

4.3�报告期内本基金运作遵规守信情况说明

在报告期内，本基金管理人严格遵循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基金合同和其他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并本着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基金投资管理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基金合同的规定，为基金持有

人谋求最大利益。

4.4�公平交易专项说明

4.4.1公平交易制度的执行情况

本公司制定了严格的投资控制制度和公平交易监控制度来保证旗下基金运作的公平， 旗下所管理的所有资产组合，

包括证券投资基金和特定客户资产管理专户均严格遵循制度进行公平交易。

公司建立资源共享的投资研究信息平台，确保各投资组合在获得投资信息、投资建议和实施投资决策方面享有公平

的机会。公司在交易执行环节实行集中交易制度，建立公平的交易分配制度。对于交易所公开竞价交易，遵循“时间优先、

价格优先、比例分配”的原则，全部通过交易系统进行比例分配；对于非集中竞价交易、以公司名义进行的场外交易，遵循

“价格优先、比例分配”的原则按事前独立确定的投资方案对交易结果进行分配。

公司中央交易室和风险管理部进行日常投资交易行为监控，风险管理部负责对各账户公平交易进行事后分析，于每

季度和每年度分别对公司管理的不同投资组合的整体收益率差异、分投资类别的收益率差异以及不同时间窗口同向交易

的交易价差进行分析，通过分析评估和信息披露来加强对公平交易过程和结果的监督。

报告期内本公司严格执行公平交易制度，公平对待旗下各投资组合，未发现任何违反公平交易的行为。

4.4.2�异常交易行为的专项说明

本基金于本报告期内不存在异常交易行为。 本报告期内，本公司管理的所有投资组合参与的交易所公开竞价同日反

向交易成交较少的单边交易量没有超过该证券当日总成交量5%的情形， 本基金与本公司管理的其他投资组合在不同时

间窗下（如日内、3日内、5日内）同向交易的交易价差未出现异常。

4.5�报告期内基金的投资策略和业绩表现说明

三季度，各经济体的不确定性事件增加，带动全球股市下跌。 A股市场下跌超过25%，美国市场回落约20%，德、法、日

市场也都下跌超过10%。 美国延后加息、人民币汇率改变中间价一次性贬值、欧洲难民涌入、大众汽车数据造假等扰动因

素，都增添了全球经济前景的不确定性。 受上述一系列事件的影响，香港市场亦出现20%的回落。 本基金在三季度有一定

的回撤，主要集中在7月、8月份，近一个月以来，净值已企稳并重回正收益。

展望四季度，投资者信心难稳固，仍坚守自下而上的精选个股策略。 在外部不确定性因素加大的背景下，美国能否在

年内（12月）加息，投资者对此的分歧在增大，这将造成市场在短期难有稳固预期。在大环境预期不明朗的前提下，企业盈

利差异亦将扩大。我们仍将坚守精选个股的策略，同时加强仓位分析和调整。积极在能源、环保、公用事业等领域挖掘投资

机会，努力为投资者创造回报。

截至2015年9月30日，本基金份额净值为1.143元，本报告期份额净值增长率为-10.14%，同期业绩比较基准增长率为

-19.64%。

4.6报告期内基金持有人数或基金资产净值预警说明

截至本报告期末，本基金已经连续二十个工作日以上出现基金资产净值低于五千万元的情形。

§5� �投资组合报告

5.1�报告期末基金资产组合情况

序号 项目 金额（人民币元） 占基金总资产的比例（％）

1 权益投资 23,041,816.94 70.41

其中：普通股 23,041,816.94 70.41

存托凭证 - -

优先股 - -

房地产信托 - -

2 基金投资 - -

3 固定收益投资 - -

其中：债券 - -

资产支持证券 - -

4 金融衍生品投资 - -

其中：远期 - -

期货 - -

期权 - -

权证 - -

5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 -

其中：买断式回购的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 -

6 货币市场工具 - -

7 银行存款和结算备付金合计 9,641,770.11 29.46

8 其他资产 40,291.21 0.12

9 合计 32,723,878.26 100.00

5.2�报告期末在各个国家（地区）证券市场的股票及存托凭证投资分布

序号 公允价值(人民币元)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

香港 23,041,816.94 70.87

合计 23,041,816.94 70.87

注：1、国家（地区）类别根据其所在的证券交易所确定；

2、ADR、GDR按照存托凭证本身挂牌的证券交易所确定。

5.3�报告期末按行业分类的股票及存托凭证投资组合

行业类别 公允价值（人民币元）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

公共事业 7,277,930.36 22.39

非必需消费品 4,794,402.47 14.75

工业 3,721,709.89 11.45

材料 2,872,663.56 8.84

金融 1,747,742.74 5.38

能源 1,655,550.65 5.09

必需消费品 918,752.64 2.83

信息技术 53,064.63 0.16

合计 23,041,816.94 70.87

注：以上分类采用全球行业分类标准（GICS）。

5.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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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存托凭证投资明细

序

号

公司名称（英文）

公司名称

（中文）

证券

代码

所在证券

市场

所属国家

（地区）

数量

（股）

公允价值

（人民币

元）

占基金资产

净值比例

（％）

1

Luk�Fook�

Holdings�

(International)�

Limited

六福集团

(国际)有限

公司

590�

HK

香港证券

交易所

香港 97,000

1,542,

986.34

4.75

2

China�Powe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Limited

中国电力

国际发展

有限公司

2380�

HK

香港证券

交易所

香港 320,000

1,323,

783.88

4.07

3

China�High�

Speed�

Transmission�

Equipment�

Group�Co.,�Ltd.

中国高速

传动设备

集团有限

公司

658�

HK

香港证券

交易所

香港 214,000

1,320,

894.67

4.06

4

Hong�Kong�

Exchanges�And�

Clearing�Limited

香港交易

及结算所

有限公司

388�

HK

香港证券

交易所

香港 8,100

1,175,

449.17

3.62

5

Xinyi�Glass�

Holdings�Ltd.

信义玻璃

控股有限

公司

868�

HK

香港证券

交易所

香港 402,000

1,141,

665.10

3.51

6

Chow�Sang�Sang�

Holdings�

International�

Limited

周生生集

团国际有

限公司

116�

HK

香港证券

交易所

香港 76,000

966,

900.68

2.97

7

China�Resources�

Power�Holdings�

Company�

Limited

华润电力

控股有限

公司

836�

HK

香港证券

交易所

香港 56,000

812,

656.22

2.50

8

Zhuzhou�Csr�

Times�Electric�

Co.,�Ltd

株洲南车

时代电气

股份有限

公司

3898�

HK

香港证券

交易所

香港 16,500

772,

638.18

2.38

9

Huaneng�Power�

International,

Inc.

华能国际

电力股份

有限公司

902�

HK

香港证券

交易所

香港 108,000

738,

423.20

2.27

10

Huadian�Power�

International�

Corporation�

Limited

华电国际

电力股份

有限公司

1071�

HK

香港证券

交易所

香港 136,000

673,

120.47

2.07

注：前十名股票及存托凭证的排名是按照上市公司不同的上市交易所合并计算排列所得。

5.5�报告期末按债券信用等级分类的债券投资组合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债券。

5.6�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五名债券投资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债券。

5.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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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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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衍生品投资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金融衍生品。

5.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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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投资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基金。

5.10�投资组合报告附注

5.10.1报告期内本基金投资的前十名证券的发行主体未被监管部门立案调查， 在本报告编制日前一年内本基金投资

的前十名证券的发行主体未受到公开谴责和处罚。

5.10.2本基金投资的前十名股票中，没有超出基金合同规定的备选股票库之外的股票。

5.10.3�其他资产构成

序号 名称 金额（人民币元）

1 存出保证金 -

2 应收证券清算款 -

3 应收股利 37,449.69

4 应收利息 1,754.57

5 应收申购款 1,086.95

6 其他应收款 -

7 待摊费用 -

8 其他 -

9 合计 40,291.21

5.10.4�报告期末持有的处于转股期的可转换债券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处于转股期的可转换债券。

5.10.5�报告期末前十名股票中存在流通受限情况的说明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前十名股票中不存在流通受限的情况。

5.10.6�投资组合报告附注的其他文字描述部分

由于四舍五入的原因，分项之和与合计项之间可能存在尾差。

§6� �开放式基金份额变动

单位：份

报告期期初基金份额总额 79,777,348.28

报告期期间基金总申购份额 3,239,717.89

减：报告期期间基金总赎回份额 54,579,141.99

报告期期间基金拆分变动份额（份额减少以“-”填

列）

-

报告期期末基金份额总额 28,437,924.18

注：1、如果本报告期间发生转换入、红利再投业务，则总申购份额中包含该业务；

2、如果本报告期间发生转换出业务，则总赎回份额中包含该业务。

§7� �基金管理人运用固有资金投资本基金交易明细

本基金管理人本报告期内未进行本基金的申购、赎回、红利再投等；本基金管理人本报告期末持有本基金份额0.00

份，占本基金期末总份额的0.00%。

§8�影响投资者决策的其他重要信息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关于实施<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有关问题的规定》以

及《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第三十条的规定“基金合同和基金招募说明书应当按照下列规定载明基金的

类别：（一）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基金资产投资于股票的，为股票基金；……（五）投资于股票、债券、货币市场工具或其他基

金份额，并且股票投资、债券投资、基金投资的比例不符合第（一）项、第（二）项、第（四）项规定的，为混合基金；……” ，

由于交银施罗德全球自然资源证券投资基金的基金投资比例已不符合《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中关于股

票型基金的要求，经与基金托管人协商一致，并报中国证监会备案，本基金管理人决定自2015年8月8日起，调整本基金类

型为混合型基金，同时相应修改基金合同和托管协议相关表述。 详情请见本基金管理人于2015年8月5日发布的《交银施

罗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旗下部分基金变更基金类别及修改基金名称并相应修改基金合同和托管协议的公告》。

§9�备查文件目录

9.1�备查文件目录

1、中国证监会批准交银施罗德全球自然资源证券投资基金募集的文件；

2、《交银施罗德全球自然资源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

3、《交银施罗德全球自然资源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

4、《交银施罗德全球自然资源证券投资基金托管协议》；

5、基金管理人业务资格批件、营业执照；

6、基金托管人业务资格批件、营业执照；

7、关于申请募集交银施罗德全球自然资源证券投资基金之法律意见书；

8、报告期内交银施罗德全球自然资源证券投资基金在指定报刊上各项公告的原稿。

9.2�存放地点

备查文件存放于基金管理人的办公场所。

9.3�查阅方式

投资者可在办公时间内至基金管理人的办公场所免费查阅备查文件， 或者登录基金管理人的网站(www.fund001.

com，www.bocomschroder.com)查阅。 在支付工本费后，投资者可在合理时间内取得上述文件的复制件或复印件。

投资者对本报告书如有疑问， 可咨询本基金管理人交银施罗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本公司客户服务中心电话：

400-700-5000（免长途话费），021-61055000，电子邮件：services@jysld.com。

交银施罗德全球自然资源证券投资基金

2015

年

9

月

30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