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基金管理人：上投摩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报告送出日期：二〇一九年一月二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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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1月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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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10月1日起至12月31日止。

§2� �基金产品概况

基金简称 上投摩根全球天然资源混合(QDII)

基金主代码 378546

交易代码 378546

基金运作方式 契约型开放式

基金合同生效日 2012年3月26日

报告期末基金份额总额 175,065,045.16份

投资目标

本基金主要投资于全球范围内从事天然资源的勘探、开发、生产及销

售，或是向天然资源行业提供服务的公司的股票，通过积极主动的资

产配置和组合管理，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以获取长期资产增值。

投资策略

全球天然资源的稀缺与人类对其需求的不断增长的矛盾日益突显，这

显示了天然资源具有极大的战略价值，该行业的相关上市公司也具有

良好的投资机会。 本基金将充分分享全球天然资源行业未来的高增

长成果，审慎把握全球天然资源的投资机会，争取为投资者带来长期

稳健回报。

总体上本基金将采取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相结合的投资策略。

首先通过考察不同国家的发展趋势及不同行业的景气程度，决定地区

与板块的基本布局；其次采取自下而上的选股策略，在对股票进行基

本面分析的同时，通过深入研究股票的价值与动量特性，选取目标投

资对象。 在固定收益类投资部分，本基金将综合考虑资产布局的安全

性、流动性与收益性，并结合现金管理要求等来制订具体策略。

业绩比较基准

欧 洲 货 币 矿 产 、 黄 金 及 能 源 指 数 （Euromoney� Mining, �

Gold&Energy�Index）

风险收益特征

本基金为混合型投资基金，主要投资于海外市场的天然资源行业的股

票，本基金的业绩表现在大多数的情况下与国际大宗商品价格的走势

具有较高的相关性。 本基金的预期风险收益水平低于股票型基金，高

于债券型基金及货币市场基金，属于较高风险和较高预期收益的基金

品种。 本基金风险收益特征会定期评估并在公司网站发布，请投资者

关注。

基金管理人 上投摩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境外投资顾问英文名称 JPMorgan�Asset�Management(UK)�Limited

境外投资顾问中文名称 摩根资产管理（英国）有限公司

境外资产托管人英文名称 Bank�of�China�(Hongkong)

境外资产托管人中文名称 中国银行(香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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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10月1日-2018年12月31日)

1.本期已实现收益 -1,546,042.50

2.本期利润 -21,285,588.08

3.加权平均基金份额本期利润 -0.1181

4.期末基金资产净值 112,224,196.56

5.期末基金份额净值 0.641

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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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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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入费用后实

际收益水平要低于所列数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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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44% 1.22% -5.20% 1.09% -10.24% 0.13%

3.2.2 自基金合同生效以来基金累计份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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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投摩根全球天然资源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累计份额净值增长率与业绩比较基准收益率历史走势对比图

（2012年3月26日至2018年12月31日）

注： 本基金合同生效日为2012年3月26日， 图示时间段为2012年3月26日至

2018年12月31日。

本基金建仓期自2012年3月26日至2012年9月25日， 建仓期结束时资产配置

比例符合本基金基金合同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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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军

本基金

基金经

理、投资

董事

2012-03-26 -

15年（金融领

域从业经验26

年）

基金经理张军先生， 毕业于上

海复旦大学。 曾担任上海国际

信托有限公司国际业务部经

理，交易部经理。 2004年6月加

入上投摩根基金管理有限公

司，先后担任交易部总监、投资

经理、基金经理、投资组合管理

部总监、投资绩效评估总监、国

际投资部总监、 组合基金投资

部总监，现担任投资董事。 2008

年3月起担任上投摩根亚太优

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经

理，自2012年3月起同时担任上

投摩根全球天然资源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基金经理， 自2016

年12月起同时担任上投摩根全

球多元配置证券投资基金基金

经理， 自2018年10月起担任上

投摩根欧洲动力策略股票型证

券投资基金基金经理。

注：1.�任职日期和离任日期均指根据公司决定确定的聘任日期和解聘日期。

2. �张军先生担任本基金首任基金经理的任职日期为本基金基金合同生效之

日；

3.�证券从业的含义遵从行业协会《证券业从业人员资格管理办法》的相关规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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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eil�Gregson

董事总经理，全球天然资源团

队主管

35年

男，英国诺丁汉大学矿业工程专业

学士学位

4.3管理人对报告期内本基金运作遵规守信情况的说明

在本报告期内，基金管理人不存在损害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的行为，勤勉尽

责地为基金份额持有人谋求利益。 基金管理人遵守了《证券投资基金法》及其他

有关法律法规、《上投摩根全球天然资源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的规定。

基金经理对个股和投资组合的比例遵循了投资决策委员会的授权限制，基金投资

比例符合基金合同和法律法规的要求。

4.4�公平交易专项说明

4.4.1公平交易制度的执行情况

报告期内，本公司继续贯彻落实《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公平交易制度指导

意见》等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内部公平交易流程的各项要求，严格规范境内上市

股票、债券的一级市场申购和二级市场交易等活动，通过系统和人工相结合的方

式进行交易执行和监控分析，以确保本公司管理的不同投资组合在授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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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节均得到公平对待。

对于交易所市场投资活动，本公司执行集中交易制度，确保不同投资组合在

买卖同一证券时，按照时间优先、比例分配的原则在各投资组合间公平分配交易

量；对于银行间市场投资活动，本公司通过对手库控制和交易室询价机制，严格防

范对手风险并检查价格公允性；对于申购投资行为，本公司遵循价格优先、比例分

配的原则，根据事前独立申报的价格和数量对交易结果进行公平分配。

报告期内，通过对不同投资组合之间的收益率差异比较、对同向交易和反向

交易的交易时机和交易价差监控分析， 未发现整体公平交易执行出现异常的情

况。

4.4.2异常交易行为的专项说明

报告期内，通过对交易价格、交易时间、交易方向等的分析，未发现有可能导

致不公平交易和利益输送的异常交易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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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过该证券当日成交量的5%的情形：无。

4.5�报告期内基金的投资策略和业绩表现说明

4.5.1报告期内基金投资策略和运作分析

全球天然资源基金本季净值跌幅大于基准。

原油价格在本季度大幅下跌37%，沙特产量和美国原油库存产量增长导致原

油出现供大于求的疑虑，油气股票板块也随之下跌20%，本基金相对基准超配在

原油板块上，因此业绩受到拖累。 工业金属价格下跌5%，与之对应的矿业股票板

块下跌超9%。 中美贸易争端以及中国经济放缓影响了对工业金属的需求预期和

股价表现。 黄金价格在报告期上涨7%，在动荡时期起到了避险效应，金矿股票板

块上涨13%。

报告期内基金组合并没有大幅调整配置，维持超配油气板块，在该板块内调

低上游公司的权重，调高综合一体油气公司的权重。 维持低配贵金属板块。

展望后市，为应对油价下跌，OPEC和非OPEC组织成员国在年底都宣布了减

产计划。 未来原油的供应增长瓶颈仍然存在。 贸易争端和增长放缓的负面影响已

大部分反映在股价下跌中了。

未来的投资机会的基础来自于主要是非经合组织（OECD）对能源和原材料

的需求增长，以及新能源（电动车）进入高增长阶段对工业金属的需求。 资源类上

市公司当前的估值具有中长期投资价值。 行业的资本开支目前仅用于维持生产，

并没有太多开发和扩大勘探的资本开支。

本基金持有的资源类企业，在当前资源价格水平下，可享有相当充足的自由

现金流，公司管理层也有意愿回馈股东，因为现在这些公司的负债已大幅减轻，增

强了公司承担和抵御资源价格低迷的能力。 本基金将继续致力于发掘矿业和油气

上游板块的投资机会。

4.5.2报告期内基金的业绩表现

本报告期本基金份额净值增长率为-15.44%，同期业绩比较基准收益率为-5.

20%。

4.6报告期内基金持有人数或基金资产净值预警说明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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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144,719.90 92.44

其中：普通股 93,938,705.78 82.59

存托凭证 11,206,014.12 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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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406,902.74 7.39

8 其他各项资产 192,677.36 0.17

9 合计 113,744,300.00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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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449,558.73 33.37

英国 36,310,966.83 32.36

加拿大 17,356,606.57 15.47

瑞典 4,875,908.29 4.34

澳大利亚 2,881,791.07 2.57

葡萄牙 2,786,336.97 2.48

挪威 2,741,410.04 2.44

中国香港 742,141.40 0.66

合计 105,144,719.90 93.69

注：国家（地区）类别根据其所在的证券交易所确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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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属与采矿 57,659,789.31 51.38

石油、天然气与消费用燃料 46,394,420.96 41.34

化学制品 1,090,509.63 0.97

合计 105,144,719.90 93.69

注：行业分类标准：MSC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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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HP�Billiton�

plc

必和必

拓

BLT�

LN

伦敦证

券交易

所

英国 83,118.00 11,910,486.85 10.61

2 Rio�Tinto�plc

力拓有

限公司

RIO�

LN

伦敦证

券交易

所

英国 20,353.00 6,586,683.86 5.87

3

Exxon�Mobil�

Corp

埃克森

美孚

XOM�

US

纽约证

券交易

所

美国 13,490.00 6,313,341.69 5.63

4 Glencore�plc 嘉能可

GLEN�

LN

伦敦证

券交易

所

英国 232,590.00 5,879,435.34 5.24

5

Royal�Dutch�

Shell�plc

荷兰皇

家壳牌

RDSB�

LN

伦敦证

券交易

所

英国 25,251.00 5,126,535.79 4.57

6 Total�SA 道达尔

TOT�

US

纽约证

券交易

所

美国 11,901.00 4,262,007.26 3.80

7 Vale�SA

淡水河

谷

VALE�

US

纽约证

券交易

所

美国 46,677.00 4,225,463.80 3.77

8 BP�plc

英国石

油

BP�US

纽约证

券交易

所

美国 79,772.00 3,432,558.32 3.06

9 Chevron�Corp 雪佛龙

CVX�

US

纽约证

券交易

所

美国 4,529.00 3,381,566.65 3.01

10

Lundin�

Petroleum�AB

-

LUPE�

SS

斯德哥

尔摩证

券交易

所

瑞典 16,833.00 2,884,997.33 2.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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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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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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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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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没有出现被监管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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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0.2报告期内本基金投资的前十名股票中没有在基金合同规定备选股票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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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2,122.83

4 应收利息 614.00

5 应收申购款 89,940.53

6 其他应收款 -

7 待摊费用 -

8 其他 -

9 合计 192,677.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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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

5.10.6投资组合报告附注的其他文字描述部分

因四舍五入的原因，投资组合报告中分项之和与合计数可能存在尾差。

§6� �开放式基金份额变动

单位：份

报告期期初基金份额总额 187,105,890.61

报告期基金总申购份额 10,561,441.85

减：报告期基金总赎回份额 22,602,287.30

报告期基金拆分变动份额 -

报告期期末基金份额总额 175,065,045.16

§7� �基金管理人运用固有资金投资本基金情况

7.1�基金管理人运用固有资金投资本基金交易明细

无。

§8�备查文件目录

8.1�备查文件目录

1、中国证监会批准上投摩根全球天然资源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设立的文件；

2、《上投摩根全球天然资源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

3、《上投摩根全球天然资源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托管协议》；

4、《上投摩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开放式基金业务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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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营业执照。

8.2�存放地点

基金管理人或基金托管人住所。

8.3�查阅方式

投资者可在营业时间免费查阅，也可按工本费购买复印件。

上投摩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一九年一月二十二日

上投摩根全球天然资源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2018年第四季度报告

基金管理人：上投摩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报告送出日期：二〇一九年一月二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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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1月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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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10月1日起至12月31日止。

§2� �基金产品概况

基金简称 上投摩根全球新兴市场混合(QDII)

基金主代码 378006

交易代码 378006

基金运作方式 契约型开放式

基金合同生效日 2011年1月30日

报告期末基金份额总额 76,092,895.26份

投资目标

本基金主要投资于新兴市场以及在其他证券市场交易的新兴市场企

业，通过深入挖掘新兴市场企业的投资价值，努力实现基金资产的稳

健增值。

投资策略

新兴市场所属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多处于转型阶段， 劳动力成本低，

自然资源丰富，与发达国家与地区比较，其经济发展速度一般相对较

高。 本基金将充分分享新兴市场经济高增长成果，审慎把握新兴市场

的投资机会，争取为投资者带来长期稳健回报。

总体上本基金将采取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相结合的投资策略。

首先通过考察不同国家的发展趋势及不同行业的景气程度，决定地区

与板块的基本布局；其次采取自下而上的选股策略，在对股票进行基

本面分析的同时，通过深入研究股票的价值与动量特性，选取目标投

资对象。 在固定收益类投资部分，本基金将综合考虑资产布局的安全

性、流动性与收益性，并结合现金管理要求等来制订具体策略。

业绩比较基准 本基金的业绩比较基准为：MSCI新兴市场股票指数（总回报）

风险收益特征

本基金是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预期收益及预期风险水平低于股票型

基金，高于债券型基金和货币市场基金，属于较高预期收益和预期风

险水平的投资品种。

本基金风险收益特征会定期评估并在公司网站发布，请投资者关

注。

基金管理人 上投摩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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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PMorgan�Asset�Management(UK)�Limited

境外投资顾问中文名称 摩根资产管理（英国）有限公司

境外资产托管人英文名称 JPMorgan�Chase�Bank,�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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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10月1日-2018年12月31日)

1.本期已实现收益 -4,074,564.05

2.本期利润 -8,298,073.81

3.加权平均基金份额本期利润 -0.1082

4.期末基金资产净值 69,432,994.71

5.期末基金份额净值 0.912

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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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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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开放式基

金的申购赎回费、红利再投资费、基金转换费等），计入费用后实际收益水平要低于

所列数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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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9% 1.51% -8.06% 1.32% -2.53% 0.19%

3.2.2 自基金合同生效以来基金累计份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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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投摩根全球新兴市场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累计份额净值增长率与业绩比较基准收益率历史走势对比图

（2011年1月30日至2018年12月31日）

注： 本基金合同生效日为2011年1月30日， 图示时间段为2011年1月30日至

2018年12月31日。

本基金建仓期自2011年1月30日至2011年7月29日， 建仓期结束时资产配置

比例符合本基金基金合同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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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淑婉

本基金

基金经

理

2016-12-16 - 29年

张淑婉女士， 台湾大学财务金

融研究所MBA， 自1987年9月

至1989年2月，在东盟成衣股份

有限公司担任研究部专员；自

1989年3月至1991年8月， 在富

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担任投行

部专员；自1993年3月至1998年

1月，在光华证券投资信托股份

有限公司担任研究部副理；自

1998年2月至2006年7月，在摩

根富林明证券信托股份有限公

司担任副总经理； 自2007年11

月至2009年8月，在德意志亚洲

资产管理公司担任副总经理；

自2009年9月至2014年6月，在

嘉实国际资产管理公司担任副

总经理；自2014年7月至2016年

8月，在上投摩根资产管理（香

港）有限公司担任投资总监；自

2016年9月起加入上投摩根基

金管理有限公司， 自2016年12

月起同时担任上投摩根亚太优

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经

理及上投摩根全球新兴市场混

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经理，

自2017年12月起同时担任上投

摩根标普港股通低波红利指数

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经理，自

2018年6月起同时担任上投摩

根香港精选港股通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基金经理。

注：1.任职日期和离任日期均指根据公司决定确定的聘任日期和解聘日期。

2.证券从业的含义遵从行业协会《证券业从业人员资格管理办法》的相关规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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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uj�Arora 投资组合经理 16年 男，伊利诺斯理工大学硕士，主修金融学

Noriko�Kuroki 投资组合经理 23年

女，牛津大学硕士，主修哲学、政治和经济

学

4.3管理人对报告期内本基金运作遵规守信情况的说明

在本报告期内，基金管理人不存在损害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的行为，勤勉尽

责地为基金份额持有人谋求利益。 基金管理人遵守了《证券投资基金法》及其他

有关法律法规、《上投摩根全球新兴市场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的规定。

基金经理对个股和投资组合的比例遵循了投资决策委员会的授权限制，基金投资

比例符合基金合同和法律法规的要求。

4.4�公平交易专项说明

4.4.1公平交易制度的执行情况

报告期内，本公司继续贯彻落实《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公平交易制度指导

意见》等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内部公平交易流程的各项要求，严格规范境内上市

股票、债券的一级市场申购和二级市场交易等活动，通过系统和人工相结合的方

式进行交易执行和监控分析，以确保本公司管理的不同投资组合在授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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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节均得到公平对待。

对于交易所市场投资活动，本公司执行集中交易制度，确保不同投资组合在

买卖同一证券时，按照时间优先、比例分配的原则在各投资组合间公平分配交易

量；对于银行间市场投资活动，本公司通过对手库控制和交易室询价机制，严格防

范对手风险并检查价格公允性；对于申购投资行为，本公司遵循价格优先、比例分

配的原则，根据事前独立申报的价格和数量对交易结果进行公平分配。

报告期内，通过对不同投资组合之间的收益率差异比较、对同向交易和反向

交易的交易时机和交易价差监控分析， 未发现整体公平交易执行出现异常的情

况。

4.4.2异常交易行为的专项说明

报告期内，通过对交易价格、交易时间、交易方向等的分析，未发现有可能导

致不公平交易和利益输送的异常交易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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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过该证券当日成交量的5%的情形：无。

4.5�报告期内基金的投资策略和业绩表现说明

4.5.1报告期内基金投资策略和运作分析

在2018年第四季，MSCI新兴市场股票指数（总回报）下跌8.06%（以人民币

计价，以下皆以人民币计价），在主要市场中，亚洲重要股市皆表现比业绩基准

差，如摩根斯坦利韩国（-13.98%），摩根斯坦利台湾（-13.14%）及摩根斯坦利

中国（-10.69%）表现最为弱势，而巴西（+12.55%）及印度（+2.63%）则见反弹，

全球新兴市场基金第四季度净值表现落后于业绩基准，主因基金超配在中国及韩

国，因此表现不佳。

2018年第四季市场各类资产多为下跌。 布兰特原油因美国有条件放开对伊

朗制裁及库存增加， 使得油价由10月3号每桶87.29美元跌至年底的53.8美元每

桶，智慧型手机以及iPhone销售数字不佳，使得中国及韩国的科技股表现不好。

中国各项政策如游戏的审核，医药带量采购试点实行，加上消费增长减速，市场信

心下跌，连带影响股市。然而美元指数在第四季表现平稳，新兴市场国家的货币反

弹，如巴西、印尼、菲律宾及印度股市因美元走弱下在第四季有所反弹。 尤其是巴

西第四季，因总统大选市场反应正面，因而股汇双涨，成为第四季表现最佳的市

场。

市场阶段性经历剧烈的下跌反映了风险和悲观情绪的集中爆发，基于不稳定

的国际情势，基金在第四季维持较高现金部位，但准备逐渐加仓新兴拉美及东欧。

尤其油价已近相对低点，可以关注产油国的市场，另2019有部分国家将有大选，

也是我们会关注的重点。我们将提高印度，巴西及俄罗斯的持仓，并降低中国的超

配。 行业方面，我们维持对科技、金融及消费等板块的关注。 展望2019年，我们认

为，市场风险还将持续释放，风险偏好降低和市场情绪仍需修复，2019年上半年，

市场信心相对薄弱，基本面落地后，预计股价将在第二季中开始有所表现。目前市

场跌幅已深，估值便宜，只要有一些正面的催化，股价就会有所表现，因此我们将

在股价下跌中提高仓位，降低现金部位。

4.5.2报告期内基金的业绩表现

本报告期本基金份额净值增长率为-10.59%， 同期业绩比较基准收益率为

-8.06%。

4.6报告期内基金持有人数或基金资产净值预警说明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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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701,893.24 80.03

其中：普通股 44,105,800.80 62.25

存托凭证 12,596,092.44 17.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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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080,345.64 19.87

8 其他各项资产 71,919.63 0.10

9 合计 70,854,158.51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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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香港 25,724,558.85 37.05

韩国 11,331,809.35 16.32

美国 8,764,533.98 12.62

印度尼西亚 4,886,331.13 7.04

泰国 3,831,558.46 5.52

中国台湾 2,163,101.47 3.12

合计 56,701,893.24 81.66

注：国家（地区）类别根据其所在的证券交易所确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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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商业银行 11,821,738.45 17.03

互动媒体与服务 5,229,789.34 7.53

网络营销与直销零售 4,310,913.17 6.21

半导体产品与设备 4,100,484.10 5.91

纺织品、服装与奢侈品 3,426,187.00 4.93

科技硬件、存储及周边 3,328,523.45 4.79

电力公用事业 2,646,742.21 3.81

保险 2,606,523.15 3.75

建筑与工程 2,302,124.16 3.32

食品 1,925,011.30 2.77

化学制品 1,874,186.27 2.70

电子设备、仪器和元件 1,863,430.56 2.68

综合电信业务 1,832,091.81 2.64

建筑材料 1,665,538.01 2.40

食品与主要用品零售 1,536,104.73 2.21

电气设备 1,400,461.67 2.02

制药 1,366,968.40 1.97

汽车零配件 782,627.54 1.13

专营零售 758,519.54 1.09

机械制造 693,175.20 1.00

房地产管理与开发 527,101.40 0.76

金属与采矿 353,049.87 0.51

信息技术服务 350,601.91 0.50

合计 56,701,893.24 81.66

注：行业分类标准：MSC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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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ncent�Holdings�

Ltd

腾讯控

股

700�HK

香港

交易

所

中国

香港

19,000.00 5,229,789.34 7.53

2

Taiwan�

Semiconductor�

Manufacturing�Co.

,�Ltd

台积电 TSM�US

纽约

证券

交易

所

美国 13,600.00 3,445,161.68 4.96

3

Samsung�

Electronics�Co�Ltd

三星电

子

005930�

KS

韩国

证券

交易

所

韩国 13,983.00 3,328,523.45 4.79

4

Alibaba�Group�

Holding�Ltd

阿里巴

巴

BABA�

US

纽约

证券

交易

所

美国 3,330.00 3,132,660.28 4.51

5

Korea�Electric�

Power�Corp

韩国电

力公司

015760�

KS

韩国

证券

交易

所

韩国 13,000.00 2,646,742.21 3.81

6

Ping�An�Insurance�

Group�Co�of�China�

Ltd

中国平

安

2318�HK

香港

交易

所

中国

香港

43,000.00 2,606,523.15 3.75

7

China�Merchants�

Bank�Co�Ltd

招商银

行

3968HK

香港

交易

所

中国

香港

88,000.00 2,213,938.31 3.19

8

Shenzhou�

International�

Group�Holdings�

Ltd

申洲国

际

2313�HK

香港

交易

所

中国

香港

25,000.00 1,944,953.92 2.80

9

China�Mengniu�

Dairy�Co�Ltd

蒙牛乳

业

2319�HK

香港

交易

所

中国

香港

90,000.00 1,925,011.30 2.77

10

Lotte�Chemical�

Corp

乐天石

油化学

011170�

KS

韩国

证券

交易

所

韩国 1,100.00 1,874,186.27 2.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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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的前五名债券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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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的前十名资产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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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的前五名金融衍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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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中国银监会（现名：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于2018年2月

12日作出的处罚决定（银监罚决字〔2018〕1号），本基金投资的招商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招商银行” ，股票代码03968.HK）有如下主要违法违规事实：

（一）内控管理严重违反审慎经营规则；（二）违规批量转让以个人为借款主体的

不良贷款；（三）同业投资业务违规接受第三方金融机构信用担保；（四）销售同

业非保本理财产品时违规承诺保本；（五） 违规将票据贴现资金直接转回出票人

账户；（六）为同业投资业务违规提供第三方金融机构信用担保；（七）未将房地

产企业贷款计入房地产开发贷款科目；（八） 高管人员在获得任职资格核准前履

职；（九）未严格审查贸易背景真实性办理银行承兑业务；（十）未严格审查贸易

背景真实性开立信用证；（十一） 违规签订保本合同销售同业非保本理财产品；

（十二）非真实转让信贷资产；（十三）违规向典当行发放贷款；（十四）违规向关

系人发放信用贷款。中国银监会对招商银行上述的违法违规事项作出如下处罚决

定：罚款6570万元，没收违法所得3.024万元，罚没合计6573.024万元。

对上述股票投资决策程序的说明：本基金管理人在投资招商银行前严格执行

了对上市公司的调研、内部研究推荐、投资计划审批等相关投资决策流程。上述股

票根据股票池审批流程进入本基金备选库，由研究员跟踪并分析。 上述事件发生

后，本基金管理人对上市公司进行了进一步了解和分析，认为上述事项对上市公

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未产生重大的实质性影响，因此，没有改变本基

金管理人对上述上市公司的投资判断。

除上述股票外，本基金投资的其余前十名证券的发行主体本期未出现被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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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0.2报告期内本基金投资的前十名股票中没有在基金合同规定备选股票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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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3.77

4 应收利息 2,161.11

5 应收申购款 69,414.75

6 其他应收款 -

7 待摊费用 -

8 其他 -

9 合计 71,919.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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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

5.10.6投资组合报告附注的其他文字描述部分

因四舍五入的原因，投资组合报告中分项之和与合计数可能存在尾差。

§6� �开放式基金份额变动

单位：份

报告期期初基金份额总额 77,151,473.41

报告期基金总申购份额 2,813,465.85

减：报告期基金总赎回份额 3,872,044.00

报告期基金拆分变动份额 -

报告期期末基金份额总额 76,092,895.26

§7� �基金管理人运用固有资金投资本基金情况

7.1�基金管理人运用固有资金投资本基金交易明细

无。

§8�备查文件目录

8.1�备查文件目录

1、中国证监会批准上投摩根全球新兴市场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设立的文件；

2、《上投摩根全球新兴市场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

3、《上投摩根全球新兴市场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托管协议》；

4、《上投摩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开放式基金业务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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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营业执照。

8.2�存放地点

基金管理人或基金托管人处。

8.3�查阅方式

投资者可在营业时间免费查阅，也可按工本费购买复印件。

上投摩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一九年一月二十二日

上投摩根全球新兴市场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管理人：上投摩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报告送出日期：二〇一九年一月二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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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1月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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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10月1日起至12月31日止。

§2� �基金产品概况

基金简称 上投摩根尚睿混合(FOF)

基金主代码 006042

交易代码 006042

基金运作方式 契约型开放式

基金合同生效日 2018年8月15日

报告期末基金份额总额 48,048,299.72份

投资目标

通过优选基金， 并结合严格的风险控制， 实现基金资产的长期稳健增

值。

投资策略

1、资产配置策略

在大类资产配置上，结合产品定位、风险收益特征以及管理人的长

期资本市场观点确定基金的资产配置方案。

首先， 管理人将根据基金业绩基准确定产品的风险收益特征。 其

次， 根据投研团队的长期资本市场观点对各类型资产的风险收益特征

进行判断。 最后，结合本基金以及各资产类别的风险收益特征、现代投

资组合理论，模拟得出各大类资产的长期战略配置比例。

密切关注市场风险的变化以及各资产类别的风险收益的相对变化

趋势，适度调整中长期战略配置比例。当资本市场发生重大变化且管理

人认为将影响各类资产的预期时，根据实际情况调整资产配置比例。

2、主动管理型基金投资策略

综合运用定量分析和定性分析的方式，通过层层筛选，优选能持续

创造超额收益的基金构建投资组合。

首先，通过初步的定量指标筛选出历史业绩表现良好、规模适中、

流动性较好的基金。在初步筛选的基础上，进一步通过尽职调查在基金

管理公司层面进行考察，形成基金筛选基础池。

其次， 结合尽职调查结果以及公开数据， 对基金经理进行深度访

谈，筛选后将不同投资风格/策略的代表性基金列入未来基金构建投资

组合的核心池。

本基金目前将主要投资于本基金管理人旗下的公募基金， 并根据

定量及定性分析策略优选标的基金。 未来本基金管理人本着审慎尽职

的原则，可将投资范围逐步扩展至其他管理人旗下的公募基金。

3、指数基金投资策略

通过对国内外宏观经济、经济结构转型的方向、国家经济政策、产

业政策导向的深入研究，优选中长期景气向好的指数基金进行配置。此

外，基于对市场未来运行趋势和风格的预判，积极参与包括行业主题、

风格或策略指数等在内的各类指数基金的投资， 把握市场阶段性投资

机会。

4、债券投资策略

结合不同债券品种的到期收益率、流动性、市场规模等情况，并根

据对债券收益率曲线形态、 息差变化的预测， 对债券组合进行动态调

整。

5、中小企业私募债投资策略

本基金对中小企业私募债的投资主要从自上而下判断景气周期和

自下而上精选标的两个角度出发，结合信用分析和信用评估进行。

6、证券公司短期公司债投资策略

主要从分析证券行业整体情况、证券公司基本面情况入手，分析证

券公司短期公司债券的违约风险及合理的利差水平，对其进行独立、客

观的价值评估。

7、资产支持证券投资策略

综合考虑市场利率、发行条款、支持资产的构成及质量等因素，对

资产支持证券的风险与收益状况进行评估，确定资产合理配置比例。

业绩比较基准

本基金的业绩比较基准为： 中证800指数收益率*60%+中证综合债指

数收益率*40%

风险收益特征

本基金属于混合型基金中基金，预期风险和收益水平低于股票型基金，

高于债券型和货币市场基金，属于较高风险收益水平的基金产品。

基金管理人 上投摩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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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10月1日-2018年12月31日)

1.本期已实现收益 753,103.43

2.本期利润 -1,629,346.26

3.加权平均基金份额本期利润 -0.0294

4.期末基金资产净值 47,170,964.74

5.期末基金份额净值 0.98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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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3% 0.26% -6.54% 0.99% 3.81% -0.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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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投摩根尚睿混合型基金中基金(F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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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8月15日至2018年12月31日）

注：本基金合同生效日为2018年8月15日，截至报告期末本基金合同生效未

满一年。

本基金建仓期自2018年8月15日至2019年2月14日， 本基金报告期内仍处于

建仓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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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孟鸣

本基金

基金经

理

2018-08-15 - 5年

孟鸣先生， 上海外国语大学日

本文化经济本科。自2001年6月

至2003年7月，在三菱UFJ银行

担任职员； 自 2003年 8月至

2004年10月， 在麦肯光明传播

集团担任客户经理； 自2004年

10月加入埃森哲，2004年10月

至2006年8月，由埃森哲派出为

美国证券托管清算机构服务，

担任金融信息咨询部研究组

长；自2006年9月到2015年1月，

服务于德意志银行股票研究团

队， 担任证券研究部部门负责

人， 其间由于合同关系变更，

2013年11月至2015年1月受雇

于易唯思商务咨询；自2015年1

月起加入上投摩根基金管理有

限公司， 历任公司高级投资组

合经理， 现担任资深投资组合

经理；自2018年8月起担任上投

摩根尚睿混合型基金中基金

（FOF）基金经理。

刘凌云

本基金

基金经

理

2018-08-15 - 11年

刘凌云女士， 自2008年6月至

2009年7月，在中海基金管理有

限公司担任产品研发经理，负

责策略及产品设计；自2009年7

月起加入上投摩根基金管理有

限公司，历任产品经理、高级投

资组合经理、 客户投资组合总

监、 组合基金投资部总监；自

2018年8月起担任上投摩根尚

睿混合型基金中基金（FOF）

基金经理。

注：1.�任职日期和离任日期均指根据公司决定确定的聘任日期和解聘日期。

2.�孟鸣先生,刘凌云女士为本基金首任基金经理，其任职日期为本基金基金

合同生效之日；

3.�证券从业的含义遵从行业协会《证券业从业人员资格管理办法》的相关

规定。

4.2�管理人对报告期内本基金运作遵规守信情况的说明

在本报告期内，基金管理人不存在损害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的行为，勤勉尽

责地为基金份额持有人谋求利益。 基金管理人遵守了《证券投资基金法》及其他

有关法律法规、《上投摩根尚睿混合型基金中基金(FOF)基金合同》的规定。 基金

经理对个股和投资组合的比例遵循了投资决策委员会的授权限制，基金投资比例

符合基金合同和法律法规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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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继续贯彻落实《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公平交易制度指导

意见》等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内部公平交易流程的各项要求，严格规范境内上市

股票、债券的一级市场申购和二级市场交易等活动，通过系统和人工相结合的方

式进行交易执行和监控分析，以确保本公司管理的不同投资组合在授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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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节均得到公平对待。

对于交易所市场投资活动，本公司执行集中交易制度，确保不同投资组合在

买卖同一证券时，按照时间优先、比例分配的原则在各投资组合间公平分配交易

量；对于银行间市场投资活动，本公司通过对手库控制和交易室询价机制，严格防

范对手风险并检查价格公允性；对于申购投资行为，本公司遵循价格优先、比例分

配的原则，根据事前独立申报的价格和数量对交易结果进行公平分配。

报告期内，通过对不同投资组合之间的收益率差异比较、对同向交易和反向

交易的交易时机和交易价差监控分析， 未发现整体公平交易执行出现异常的情

况。

4.3.2�异常交易行为的专项说明

报告期内，通过对交易价格、交易时间、交易方向等的分析，未发现有可能导

致不公平交易和利益输送的异常交易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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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过该证券当日成交量的5%的情形：无。

4.4�报告期内基金的投资策略和运作分析

回顾2018年四季度，国内经济增速下行压力凸显，库存周期进入被动补库存

阶段，伴随PPI数据回落，企业盈利也如预期下降，工业企业利润增速于11月已出

现单月负增长。国内宏观政策实施逆周期调节，货币政策逐步稳健，财政政策减税

降费，以稳定经济增长。各大类资产维持债强股弱、低风险资产好于高风险资产的

格局，其中，A股市场出现较大调整，国内债券市场则表现较好，海外市场中美国

股指和香港股指也出现较大回落，而具有避险功能的黄金价格表现最好，商品中

原油价格调整幅度最大。 四季度大类资产的表现依次为 黄金〉 债券 〉 现金〉

股票〉 商品（含原油）。

本基金自8月建仓以来，考虑权益资产受宏观经济环境影响波动较大，对风险

资产部位保持较为谨慎的建仓节奏，， 并兼顾资产多元化和负相关性以降低组合

波动性和回撤。截至12月底，组合以低风险资产和避险资产为主，并着重多元化配

置。通过多元化配置和以低风险资产为主的建仓策略，在四季度跑赢业绩基准，并

将波动率和回撤控制在较低水平。

展望2019年一季度， 中美经济周期由分化逐步收敛， 全球发达市场经济降

速，国内宏观经济增速下行压力将继续释放，国内库存周期进入主动去库存，而上

市公司盈利下行、中美贸易谈判、美国经济预期下行等经济金融环境对风险资产

仍有制约。 这在大类资产配置上面，为债券等中低风险资产提供了较好表现的宏

观环境。权益投资方面，国内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预计保持偏暖的整体环境，海外

投资者也将继续提升对A股的配置，资金未来仍将持续流入A股。 并且因2018年

估值大幅下修A股已经处于中长期战略配置期，值得继续提升投资比例。 战术上

预计在一季度出现值得把握的春季反弹行情；海外美股经过四季度大幅调整不排

除出现短期的企稳反弹，但经济增速趋缓对美股反弹形成较大制约。 后续组合操

作上，在A股继续磨底阶段，本基金战略上将逐步提升权益组合的仓位，并且考虑

国内权益和其他风险资产之间的低相关性， 保持风险资产的多样化和区域多元

化；权益配置结构上，低配海外而超配国内；黄金、债券、现金和短期流动性工具可

以作为稳定器发挥降低组合波动率、提高信息比率的作用。

4.5报告期内基金的业绩表现

本报告期本基金份额净值增长率为:-2.73%， 同期业绩比较基准收益率为:

-6.54%。

4.6报告期内基金持有人数或基金资产净值预警说明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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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金投资 33,947,799.83 66.16

3 固定收益投资 - -

其中：债券 - -

资产支持证券 - -

4 贵金属投资 - -

5 金融衍生品投资 - -

6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12,000,000.00 23.39

其中： 买断式回购的买入返售金

融资产

- -

7 银行存款和结算备付金合计 5,329,434.27 10.39

8 其他各项资产 30,594.44 0.06

9 合计 51,307,828.54 100.00

5.2�报告期末按行业分类的股票投资组合

5.2.1报告期末按行业分类的境内股票投资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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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债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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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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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股指期货。

5.10报告期末本基金投资的国债期货交易情况说明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国债期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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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没有出现被监管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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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期内本基金投资的前十名股票中没有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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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58.35

2 应收证券清算款 -

3 应收股利 1,039.10

4 应收利息 15,426.68

5 应收申购款 11,670.26

6 其他应收款 1,500.05

7 待摊费用 -

8 其他 -

9 合计 30,594.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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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前十名股票中不存在流通受限情况。

5.11.6投资组合报告附注的其他文字描述部分

因四舍五入原因,投资组合报告中分项之和与合计可能存在尾差。

§6� �基金中基金

6.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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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序号 基金代码 基金名称 运作方式

持有份额

（份）

公允价值

（元）

占基金资产

净值比例

是否属于基

金管理人及

管理人关联

方所管理的

基金

1 371020

上投摩根纯

债债券型证

券投资基金

A

契约型开

放式

6,223,

441.44

7,748,

184.59

16.43% 是

2 005366

上投摩根丰

瑞债券型证

券投资基金

A

契约型开

放式

7,320,

683.30

7,647,

185.78

16.21% 是

3 378010

上投摩根成

长先锋混合

型证券投资

基金

契约型开

放式

4,009,

646.30

3,846,

453.70

8.15% 是

4 004606

上投摩根优

选多因子股

票型证券投

资基金

契约型开

放式

4,516,

059.93

3,615,

105.97

7.66% 是

5 377240

上投摩根新

兴动力混合

型证券投资

基金

契约型开

放式

1,539,

316.57

2,920,

083.53

6.19% 是

6 000712

上投摩根天

添宝货币市

场基金A

契约型开

放式

2,550,

321.02

2,550,

321.02

5.41% 是

7 518880

华安易富黄

金交易型开

放式证券投

资基金

交易型开

放式

（ETF）

870,000.00

2,458,

620.00

5.21% 否

8 005051

上投摩根标

普港股通低

波红利指数

型证券投资

基金（A类

份额）

契约型开

放式

1,848,

425.01

1,765,

061.04

3.74% 是

9 378546

上投摩根全

球天然资源

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

契约型开

放式

1,343,

126.68

860,944.20 1.83% 是

10 513500

博时标普

500交易型

开放式指数

证券投资基

金

交易型开

放式

（ETF）

340,000.00 535,840.00 1.14% 否

6.2�当期交易及持有基金产生的费用

项目 本期费用

其中：交易及持有基金管理人以及

管理人关联方所管理基金产生的

费用

当期交易基金产生的申购费 3,263.68 3,263.68

当期交易基金产生的赎回费（元） 2,297.88 2,297.88

当期持有基金产生的应支付销售

服务费（元）

1,439.99 1,439.99

当期持有基金产生的应支付管理

费（元）

54,860.28 52,896.86

当期持有基金产生的应支付托管

费（元）

11,539.67 11,037.90

当期交易基金产生的交易费 183.82 -

6.3�本报告期持有的基金发生的重大影响事件

无。

§7� �开放式基金份额变动

单位：份

报告期期初基金份额总额 66,834,947.64

本报告期期间基金总申购份额 1,418,890.85

减：本报告期期间基金总赎回份额 20,205,538.77

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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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048,299.72

§8� �基金管理人运用固有资金投资本基金情况

8.1�基金管理人持有本基金份额变动情况

无。

§9� �备查文件目录

9.1备查文件目录

1、中国证监会批准上投摩根尚睿混合型基金中基金(FOF)设立的文件；

2、《上投摩根尚睿混合型基金中基金(FOF)基金合同》；

3、《上投摩根尚睿混合型基金中基金(FOF)托管协议》；

4、《上投摩根开放式基金业务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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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营业执照。

9.2存放地点

基金管理人或基金托管人处。

9.3查阅方式

投资者可在营业时间免费查阅，也可按工本费购买复印件。

上投摩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一九年一月二十二日

上投摩根尚睿混合型基金中基金(F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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