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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6.3企业所得税

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财税[2004]78号文《关于证券投资基金

税收政策的通知》的规定，自2004年1月1日起，对证券投资基金（封闭式

证券投资基金，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管理人运用基金买卖股票、债券的

差价收入，继续免征企业所得税；

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财税[2008]1号文《关于企业所得税若干

优惠政策的通知》的规定，对证券投资基金从证券市场中取得的收入，包

括买卖股票、债券的差价收入，股权的股息、红利收入，债券的利息收入及

其他收入，暂不征收企业所得税。

7.4.6.4个人所得税

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财税[2008]132号文《财政部、国家税务

总局关于储蓄存款利息所得有关个人所得税政策的通知》 的规定，自

2008年10月9日起，对储蓄存款利息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

7.4.7重要财务报表项目的说明

7.4.7.1银行存款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本期末

2018年12月31日

活期存款 15,044,434.32

定期存款 -

其中：存款期限1个月以内 -

存款期限1-3个月 -

存款期限3个月以上 -

其他存款 -

合计 15,044,434.32

7.4.7.2交易性金融资产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本期末2018年12月31日

成本 公允价值 公允价值变动

股票 - - -

贵金属投资———金交所黄金合

约

- - -

债券

交易所市场 - - -

银行间市场

1,337,736,

036.07

1,356,781,000.00 19,044,963.93

合计

1,337,736,

036.07

1,356,781,000.00 19,044,963.93

资产支持证券 - - -

基金 - - -

其他 - - -

合计

1,337,736,

036.07

1,356,781,000.00 19,044,963.93

注：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因进行买断式正回购而过户的债券面值为人民

币50,000,000.00元，公允价值为人民币50,780,000.00元。

7.4.7.3衍生金融资产/负债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无衍生金融资产/负债余额。

7.4.7.4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7.4.7.4.1各项买入返售金融资产期末余额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本期末2018年12月31日

账面余额 其中；买断式逆回购

交易所市场 - -

银行间市场 50,000,875.00 -

合计 50,000,875.00 -

7.4.7.4.2期末买断式逆回购交易中取得的债券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买断式逆回购交易中取得的债券。

7.4.7.5应收利息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本期末

2018年12月31日

应收活期存款利息 4,147.65

应收定期存款利息 -

应收其他存款利息 -

应收结算备付金利息 -

应收债券利息 35,494,332.59

应收资产支持证券利息 -

应收买入返售证券利息 37,772.88

应收申购款利息 -

应收黄金合约拆借孳息 -

其他 1.76

合计 35,536,254.88

7.4.7.6其他资产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无其他资产余额。

7.4.7.7应付交易费用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本期末

2018年12月31日

交易所市场应付交易费用 -

银行间市场应付交易费用 18,903.33

合计 18,903.33

7.4.7.8其他负债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本期末

2018年12月31日

应付券商交易单元保证金 -

应付赎回费 -

预提费用 55,000.00

合计 55,000.00

7.4.7.9实收基金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本期2018年04月23日（基金合同生效日）至2018年12月31

日

基金份额（份） 账面金额

基金合同生效日 509,999,000.00 509,999,000.00

本期申购 486,474,995.14 486,474,995.14

本期赎回（以“-” 号填列） - -

本期末 996,473,995.14 996,473,995.14

注：

1、申购含红利再投、转换入份额，赎回含转换出份额；

2、本基金合同于2018年4月23日生效。 设立时募集的扣除认购费后

的实收基金（本金）为人民币509,999,000.00元，在募集期间未产生利

息，以上实收基金（本息）合计为人民币509,999,000.00元，折合509,

999,000.00份基金份额。

7.4.7.10未分配利润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已实现部分 未实现部分 未分配利润合计

基金合同生效日 - - -

本期利润 19,784,759.44 19,044,963.93 38,829,723.37

本期基金份额交易产生的变动

数

11,729,207.96 1,794,796.90 13,524,004.86

其中：基金申购款 11,729,207.96 1,794,796.90 13,524,004.86

基金赎回款 - - -

本期已分配利润 - - -

本期末 31,513,967.40 20,839,760.83 52,353,728.23

7.4.7.11存款利息收入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本期2018年04月23日（基金合同生效日）至2018年12月31日

活期存款利息收入 134,252.38

定期存款利息收入 -

其他存款利息收入 -

结算备付金利息收入 4,419.41

其他 24.64

合计 138,696.43

7.4.7.12股票投资收益

本基金本报告期无股票投资收益。

7.4.7.13债券投资收益

7.4.7.13.21债券投资收益———买卖债券差价收入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本期

2018年04月23日（基金合同生效日）至2018年12月31日

卖出债券（、债转股及债券到期

兑付）成交总额

51,753,800.68

减：卖出债券（、债转股及债券

到期兑付）成本总额

49,917,616.43

减：应收利息总额 1,584,920.55

买卖债券差价收入 251,263.70

7.4.7.13.2资产支持证券投资收益

本基金本报告期无资产支持证券投资收益。

7.4.7.14贵金属投资收益

本基金本报告期无贵金属投资收益。

7.4.7.15衍生工具收益

本基金本报告期无衍生工具收益。

7.4.7.16股利收益

本基金本报告期无股利收入。

7.4.7.17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名称

本期

2018年04月23日（基金合同生效日）至2018

年12月31日

1.交易性金融资产 19,044,963.93

———股票投资 -

———债券投资 19,044,963.93

———资产支持证券投资 -

———基金投资 -

———贵金属投资 -

———其他 -

2.衍生工具 -

———权证投资 -

3.其他 -

减： 应税金融商品公允价值变动产生的预估增

值税

-

合计 19,044,963.93

7.4.7.18其他收入

本基金本报告期无其他收入。

7.4.7.19交易费用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本期

2018年04月23日（基金合同生效日）至2018年12月31日

交易所市场交易费用 2,551.47

银行间市场交易费用 7,675.00

合计 10,226.47

7.4.7.20其他费用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本期

2018年04月23日（基金合同生效日）至2018年12月31日

审计费用 55,000.00

信息披露费 80,000.00

汇划手续费 3,161.22

账户维护费 12,000.00

其他费用 400.00

合计 150,561.22

7.4.8或有事项、资产负债表日后事项的说明

7.4.8.1或有事项

截至资产负债表日，本基金无需要披露的重大或有事项。

7.4.8.2资产负债表日后事项

截至财务报表批准日， 本基金无其他需要披露的资产负债表日后事

项。

7.4.9关联方关系

关联方名称 与本基金的关系

金元顺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管理人、基金注册登记机构、基金销售机

构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

金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基金管理人的股东

上海泉意金融信息服务有限公司 基金管理人的股东

上海金元百利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管理人的子公司

注：

以下关联交易均在正常业务范围内按一般商业条款订立。

7.4.10本报告期及上年度可比期间的关联方交易

7.4.10.1通过关联方交易单元进行的交易

7.4.10.1.1股票交易

本基金本报告期未通过关联方交易单元进行股票交易。

7.4.10.1.2权证交易

本基金本报告期未通过关联方交易单元进行权证交易。

7.4.10.1.3债券交易

本基金本报告期未通过关联方交易单元进行债券交易。

7.4.10.1.4债券回购交易

本基金本报告期未通过关联方交易单元进行债券回购交易。

7.4.10.1.5应支付关联方的佣金

本基金本报告期无应付关联方的佣金。

7.4.10.2关联方报酬

7.4.10.2.1基金管理费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本期

2018年04月23日（基金合同生效日）至2018年12月31日

当期发生的基金应支付的管理费 1,810,790.71

其中：支付销售机构的客户维护费 -

注：

本基金管理费按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的0.40%年费率计提。

管理费的计算方法如下：

H＝E×0.40%÷当年天数

H为每日应计提的基金管理费

E为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

基金管理费每日计算，逐日累计至每月月末，按月支付，经基金管理

人与基金托管人双方核对无误后，基金托管人按照与基金管理人协商一

致的方式于次月前5个工作日内从基金财产中一次性支付给基金管理

人。 若遇法定节假日、公休假等，支付日期顺延。

7.4.10.2.2基金托管费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本期

2018年04月23日（基金合同生效日）至2018年12月31日

当期发生的基金应支付的托管费 452,697.71

注：

本基金的托管费按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的0.10%的年费率计提。 托

管费的计算方法如下：

H＝E×0.10%÷当年天数

H为每日应计提的基金托管费

E为前一日的基金资产净值

基金托管费每日计算，逐日累计至每月月末，按月支付，经基金管理

人与基金托管人双方核对无误后，基金托管人按照与基金管理人协商一

致的方式于次月前5个工作日内从基金财产中一次性支取。 若遇法定节

假日、公休假等，支付日期顺延。

7.4.10.3与关联方进行银行间同业市场的债券（含回购）交易

本基金本报告期未与关联方进行银行间同业市场的债券 （含回购）

交易。

7.4.10.4各关联方投资本基金的情况

7.4.10.4.1报告期内基金管理人运用固有资金投资本基金的情况

份额单位：份

项目

本期

2018年04月23日（基金合同生效日）至2018年12月31日

基金合同生效日 （2018年04月

23日）持有的基金份额

10,000,000.00

报告期初持有的基金份额 10,000,000.00

报告期间申购/买入总份额 -

报告期间因拆分变动份额 -

减：报告期间赎回/卖出总份额 -

报告期末持有的基金份额 10,000,000.00

报告期末持有的基金份额占基

金总份额比例

1.00%

注：

期间申购/买入总份额含红利再投、转换入份额。期间赎回/卖出总份

额含转换出份额。

7.4.10.4.2报告期末除基金管理人之外的其他关联方投资本基金的情

况

本基金除基金管理人之外的其他关联方于本报告期末未持有本基

金份额。

7.4.10.5由关联方保管的银行存款余额及当期产生的利息收入

单位：人民币元

关联方名称

本期

2018年04月23日（基金合同生效日）至2018年12月31日

期末余额 当期利息收入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15,044,434.32 134,252.38

注：

除上表列示的金额外， 本基金的证券交易结算资金通过托管银行备

付金账户转存于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自2018年4月23日

（基金合同生效日）至2018年12月31日止期间获得的利息收入为人民币

4,419.41元，2018年末结算备付金余额为人民币0.00元。

7.4.10.6本基金在承销期内参与关联方承销证券的情况

本基金本报告期未在承销期内直接购入关联方承销的证券。

7.4.11利润分配情况———非货币市场基金

本基金本报告期内未进行利润分配。

7.4.12期末（2018年12月31日）本基金持有的流通受限证券

7.4.12.1因认购新发/增发证券而于期末持有的流通受限证券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因认购新发/增发证券而流通受限的证券。

7.4.12.2期末持有的暂时停牌等流通受限股票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暂时停牌等流通受限股票。

7.4.12.3期末债券正回购交易中作为抵押的债券

7.4.12.3.1银行间市场债券正回购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债券代

码

债券名称

回购到期

日

期末估值单价 数量（张） 期末估值总额

180403 18农发03

2019-01-

02

105.33 600,000 63,198,000.00

180408 18农发08

2019-01-

02

103.29 500,000 51,645,000.00

148051

2

14铁道09

2019-01-

17

104.22 560,000 58,363,200.00

170200

1

17国开绿债01

2019-01-

14

101.80 1,000,000 101,800,000.00

172104

7

17青岛农商绿色金融

01

2019-01-

16

101.50 500,000 50,750,000.00

182003

3

18华兴银行绿色金融

01

2019-01-

16

101.96 100,000 10,196,000.00

182004

4

18东莞银行绿色金融

01

2019-01-

16

101.01 100,000 10,101,000.00

182004

9

18贵阳银行绿色金融

01

2019-01-

16

101.36 380,000 38,516,800.00

182004

9

18贵阳银行绿色金融

01

2019-01-

17

101.36 100,000 10,136,000.00

合计 - - - 3,840,000 394,706,000.00

注：

1、截至本报告期末2018年12月31日止，本基金从事银行间市场债券

质押式正回购交易形成的卖出回购金融资产款余额355,738,746.39元，

其中， 人民币98,999,651.50元于2019年1月2日到期， 人民币95,999,

736.00元于2019年1月14日到期， 人民币99,359,650.96元于2019年1月

16日到期，人民币61,379,707.93元于2019年1月17日到期。

2、截至本报告期末2018年12月31日止，本基金从事银行间市场债券

买断式正回购交易形成的卖出回购金融资产款余额51,444,163.36元，

人民币51,444,163.36元于2019年1月4日到期， 本期末银行间市场债券

买断式正回购债券（170210）17国开10抵押数量500,000.00张，回购到

期日为2019年1月4日，期末估值单价为101.56，期末估值总额为50,780,

000.00。

7.4.12.3.2交易所市场债券正回购

截至本报告期末2018年12月31日止，本基金无因从事交易所市场债

券正回购交易形成的卖出回购金融资产款余额。

7.4.13金融工具风险及管理

7.4.13.1风险管理政策和组织架构

本基金在日常经营活动中涉及的财务风险主要包括信用风险、 流动

性风险及市场风险。

本基金管理人制定了政策和程序来识别及分析这些风险， 并设定适

当的风险限额及内部控制流程，通过可靠的管理及信息系统持续监控上

述各类风险。

本基金管理人将风险管理融入公司各个业务层面的全面控制过程

之中，并建立了三道防线：以各岗位职责为基础，形成第一道防线；通过相

关岗位之间、相关部门之间相互监督制衡，形成第二道防线；由督察长、风

险控制委员会、监察稽核部对公司各机构、各部门、各岗位、各项业务进行

监督、检查、评价，形成的第三道防线。

7.4.13.2信用风险

信用风险是指基金在交易过程中因交易对手未履行合约责任， 或者

基金所投资证券之发行人出现违约、拒绝支付到期本息，导致基金资产损

失和收益变化的风险。 本基金均投资于具有良好信用等级的证券， 且通

过分散化投资以分散信用风险。

本基金投资于一家公司发行的证券市值不超过基金资产净值的

10%， 且本基金与由本基金的基金管理人管理的其他基金共同持有一家

公司发行的证券不得超过该证券的10%。

本基金的银行存款均存放于信用良好的银行，申购交易均通过具有

基金销售资格的金融机构进行。 另外， 在交易所进行的交易均与中国证

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完成证券交收和款项清算，因此违约风险发生

的可能性很小；本基金在进行银行间同业市场交易前均对交易对手进行

信用评估，以控制相应的信用风险。

7.4.13.2.1按短期信用评级列示的债券投资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按短期信用评级列示的债券投资。

7.4.13.2.2按短期信用评级列示的资产支持证券投资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按短期信用评级列示的资产支持证券投

资。

7.4.13.2.3按短期信用评级列示的同业存单投资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按短期信用评级列示的同业存单投资。

7.4.13.2.4按长期信用评级列示的债券投资

单位：人民币元

长期信用评级

本期末

2018年12月31日

AAA 284,359,000.00

AAA以下 762,383,000.00

未评级 310,039,000.00

合计 1,356,781,000.00

注：

未评级债券包括国债、中央银行票据及政策性金融债。

7.4.13.2.5按长期信用评级列示的资产支持证券投资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按长期信用评级列示的资产支持证券投

资。

7.4.13.2.6按长期信用评级列示的同业存单投资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按长期信用评级列示的同业存单投资。

7.4.13.3流动性风险

流动性风险是指基金所持金融工具变现的难易程度。 本基金的流动

性风险一方面来自于基金份额持有人可于约定开放日要求赎回其持有

的基金份额，另一方面来自于投资品种所处的交易市场不活跃而带来的

变现困难。

7.4.13.3.1报告期内本基金组合资产的流动性风险分析

本基金的基金管理人严格按照《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

法》及《公开募集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流动性风险管理规定》等有关法

规的要求建立健全开放式基金流动性风险管理的内部控制体系，审慎评

估各类资产的流动性，针对性制定流动性风险管理措施，对本基金组合

资产的流动性风险进行管理。 本基金的基金管理人采用监控基金组合资

产持仓集中度指标、逆回购交易的到期日与交易对手的集中度、流动性

受限资产比例、 基金组合资产中7个工作日可变现资产的可变现价值以

及压力测试等方式防范流动性风险。 并于开放日对本基金的申购赎回情

况进行监控，保持基金投资组合中的可用现金头寸与之相匹配，确保本

基金资产的变现能力与投资者赎回需求的匹配与平衡。 本基金的基金管

理人在基金合同中设计了巨额赎回条款，约定在非常情况下赎回申请的

处理方式，控制因开放申购赎回模式带来的流动性风险，有效保障基金

持有人利益。

本基金所持部分证券均在银行间同业市场交易。 本基金所持有的买

入返售金融资产期限在一个月以内，因此，除在附注7.4.12中列示的本基

金于期末持有的流通受限证券外，本期末本基金的其他资产均能及时变

现。 此外， 本基金可通过卖出回购金融资产方式借入短期资金应对流动

性需求，其上限一般不超过基金持有的债券资产的公允价值。

本基金管理人每日预测本基金的流动性需求，并同时通过独立的风

险管理部门设定流动性比例要求， 对流动性指标进行持续的监测和分

析。

本报告期内，本基金未发生重大流动性风险事件。

7.4.13.4市场风险

市场风险是指基金所持金融工具的公允价值或未来现金流量因所

处市场各类价格因素的变动而发生波动的风险，包括利率风险、外汇风

险和其他价格风险。

7.4.13.4.1利率风险

利率风险是指基金的财务状况和现金流量受市场利率变动而发生

波动的风险。 本基金的生息资产主要为银行存款、存出保证金、债券投资

及买入返售金融资产等。 生息负债主要为卖出回购金融资产款等。

7.4.13.4.1.1利率风险敞口

单位：人民币元

本期末2018年12

月31日

1年以内 1-5年 5年以上 不计息 合计

资产

银行存款

15,044,

434.32

- - -

15,044,

434.32

存出保证金 3,661.48 - - - 3,661.48

交易性金融资产

78,348,

600.00

1,135,401,

400.00

143,031,

000.00

-

1,356,781,

000.00

买入返售金融资

产

50,000,

875.00

- - -

50,000,

875.00

应收利息 - - -

35,536,

254.88

35,536,

254.88

资产总计

143,397,

570.80

1,135,401,

400.00

143,031,

000.00

35,536,

254.88

1,457,366,

225.68

负债

卖出回购金融资

产款

407,182,

909.75

- - -

407,182,

909.75

应付管理人报酬 - - - 355,018.76 355,018.76

应付托管费 - - - 88,754.67 88,754.67

应付交易费用 - - - 18,903.33 18,903.33

应交税费 - - - 77,257.10 77,257.10

应付利息 - - - 760,658.70 760,658.70

其他负债 - - - 55,000.00 55,000.00

负债总计

407,182,

909.75

0.00 0.00

1,355,

592.56

408,538,

502.31

利率敏感度缺口

-263,785,

338.95

1,135,401,

400.00

143,031,

000.00

34,180,

662.32

1,048,827,

723.37

注：

表中所示为本基金资产及交易形成负债的公允价值，并按照合约规

定的重新定价日或到期日孰早者进行了分类。

7.4.13.4.1.2利率风险的敏感性分析

假设

1、 以中央国债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公布的2018年12月31日各债券的基点价值

（BP价值）为主要计算依据；

2、债券持仓结构保持不变；

3、银行存款和存出保证金均以活期存款利率或相对固定的利率计息，假定利率变动

仅影响该类资产的未来收益，而对其本身的公允价值无重大影响；买入返售金融资

产利息收益/卖出回购金融资产款的利息支出在交易时已确定，不受利率变化影响;

分析

相关风险变量的变

动

对资产负债表日基金资产净值的影响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本期末

2018年12月31日

市场利率下降1个基

点

346,052.55

市场利率上升1个基

点

-345,903.92

注：

上表为利率风险的敏感性分析，反映了在其他变量不变的假设下，利

率发生合理、可能的变动时，为交易而持有的债券公允价值的变动将对

基金净值产生的影响。

7.4.13.4.2外汇风险

本基金所有资产及负债均以人民币计价，因此无外汇风险。

7.4.13.4.3其他价格风险

本基金所面临的其他价格风险主要系市场价格风险。 市场价格风险

是指基金所持金融工具的公允价值或未来现金流量因除市场利率和外

汇汇率以外的市场价格因素变动而发生波动的风险。 本基金主要投资于

银行间同业市场交易的债券，所面临的最大市场价格风险由所持有的金

融工具的公允价值决定。 本基金通过投资组合的分散化降低市场价格风

险，并且本基金管理人每日对本基金所持有的证券价格实施监控。

7.4.13.4.3.1其他价格风险敞口

本基金所面临的其他价格风险主要系市场价格风险。 市场价格风险

是指基金所持金融工具的公允价值或未来现金流量因除市场利率和外

汇汇率以外的市场价格因素变动而发生波动的风险。 于2018年12月31

日，本基金均投资于银行间同业市场交易的固定收益品种，因此无重大

市场价格风险。

7.4.14有助于理解和分析会计报表需要说明的其他事项

7.4.14.1公允价值

7.4.14.1.1不以公允价值计量的金融工具

不以公允价值计量的金融资产和负债主要包括银行存款、存出保证

金、买入返售金融资产、应收款项、卖出回购金融资产款以及其他金融负

债，其因剩余期限不长，公允价值与账面价值相若。

7.4.14.1.2以公允价值计量的金融工具

7.4.14.1.2.1各层次金融工具公允价值

于2018年12月31日，本基金持有的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

期损益的金融资产中属于第二层次的余额为人民币1,356,781,000.00

元，无属于第一层次和第三层次的余额。

7.4.14.1.2.2公允价值所属层次间的重大变动

对于证券交易所上市的可转换债券等，若出现重大事项停牌、交易不

活跃、或属于非公开发行等情况，本基金分别于停牌日至交易恢复活跃

日期间、交易不活跃期间及限售期间不将相关可转换债券等的公允价值

列入第一层次；并根据估值调整中采用的对公允价值计量整体而言具有

重要意义的输入值所属的最低层次，确定相关可转换债券公允价值应属

第二层次或第三层次。 本基金政策为以报告期初作为确定金融工具公允

价值层次之间转换的时点。

7.4.14.1.2.3第三层次公允价值余额和本期变动金额

本基金持有的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工具

第三层次公允价值本期未发生变动。

7.4.14.2承诺事项

截至资产负债表日，本基金无需要披露的重大承诺事项。

7.4.14.3其他事项

截至资产负债表日，本基金无需要披露的其他重要事项。

7.4.14.4财务报表的批准

本财务报表已于2019年3月25日经本基金的基金管理人批准。

§8�投资组合报告

8.1�期末基金资产组合情况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序号 项目 金额 占基金总资产的比例（%）

1 权益投资 - -

其中：股票 - -

2 基金投资 - -

3 固定收益投资

1,356,781,

000.00

93.10

其中：债券

1,356,781,

000.00

9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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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000,875.00 3.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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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044,434.32 1.03

8 其他各项资产 35,539,916.36 2.44

9 合计

1,457,366,

225.68

100.00

8.2�报告期末按行业分类的股票投资组合

8.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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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2.2报告期末按行业分类的港股通投资股票投资组合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港股通投资的股票。

8.3�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所有股票投资

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股票。

8.4�报告期内股票投资组合的重大变动

8.4.1累计买入金额超出期末基金资产净值2%或前20名的股票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股票。

8.4.2累计卖出金额超出期末基金资产净值2%或前20名的股票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股票。

8.4.3买入股票的成本总额及卖出股票的收入总额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股票。

8.5�期末按债券品种分类的债券投资组合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序号 债券品种 公允价值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

1 国家债券 - -

2 央行票据 - -

3 金融债券 756,576,000.00 72.14

其中：政策性金融债 310,039,000.00 29.56

4 企业债券 465,663,000.00 44.40

5 企业短期融资券 - -

6 中期票据 134,542,000.00 12.83

7 可转债（可交换债） - -

8 同业存单 - -

9 其他 - -

10 合计 1,356,781,000.00 129.36

8.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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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序号

债券代

码

债券名称

数量

（张）

公允价值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

（%）

1

170200

1

17国开绿债01

1,000,

000

101,800,

000.00

9.71

2

148051

2

14铁道09 900,000

93,798,

000.00

8.94

3 180403 18农发03 600,000

63,198,

000.00

6.03

4

182004

4

18东莞银行绿色金融

01

600,000

60,606,

000.00

5.78

5

182100

6

18新会农商双创债01 500,000

51,695,

000.00

4.93

8.7�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所有资产支持

证券投资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投资资产支持证券。

8.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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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

金属投资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投资贵金属。

8.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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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权证。

8.10报告期末本基金投资的股指期货交易情况说明

8.10.1报告期末本基金投资的股指期货持仓和损益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未投资股指期货。

8.10.2本基金投资股指期货的投资政策

本基金本报告期未投资股指期货。

8.11�报告期末本基金投资的国债期货交易情况说明

8.11.1本期国债期货投资政策

本基金本报告期未投资国债期货。

8.11.2报告期末本基金投资的国债期货持仓和损益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未投资国债期货。

8.11.3本期国债期货投资评价

本基金本报告期未投资国债期货。

8.12�投资组合报告附注

8.12.1本基金投资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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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12.2基金投资的前十名股票没有超出基金合同规定的备选股票库。

8.12.3期末其他各项资产构成

单位：人民币元

序号 名称 金额

1 存出保证金 3,661.48

2 应收证券清算款 -

3 应收股利 -

4 应收利息 35,536,254.88

5 应收申购款 -

6 其他应收款 -

7 待摊费用 -

8 其他 -

9 合计 35,539,916.36

8.12.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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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12.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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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存在流通受限情况。

8.12.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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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基金份额持有人信息

9.1�期末基金份额持有人户数及持有人结构

份额单位：份

持有人户

数（户）

户均持有的

基金份额

持有人结构

机构投资者 个人投资者

持有份额 占总份额比例 持有份额 占总份额比例

2

498,236,

997.57

996,473,

995.14

100.00% - -

9.2�期末基金管理人的从业人员持有本基金的情况

项目 持有份额总数（份） 占基金总份额比例

基金管理人所有从业人员持有本基金 - -

9.3�期末基金管理人的从业人员持有本开放式基金份额总量区间情

况

项目 持有基金份额总量的数量区间（万份）

本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基金投资和研究部门负

责人持有本开放式基金

0~10

本基金基金经理持有本开放式基金 0~10

9.4发起式基金发起资金持有份额情况

项目

持有份额总

数

持有份额

占基金总

份额比例

发起份额总

数

发起份额占

基金总份额

比例

发起份额

承诺持有

期限

基金管理人固有资金

10,000,

000.00

1.00%

10,000,

000.00

1.00% 3年

基金管理人高级管理人

员

- - - - -

基金经理等人员 - - - - -

基金管理人股东 - - - - -

其他 - - - - -

合计

10,000,

000.00

1.00%

10,000,

000.00

1.00% -

§10�开放式基金份额变动

单位：份

基金合同生效日（2018年04月23日）基金份额总额 509,999,000.00

基金合同生效日起至报告期期末基金总申购份额 486,474,995.14

减：基金合同生效日起至报告期期末基金总赎回份额 -

基金合同生效日起至报告期期末基金拆分变动份额 -

本报告期期末基金份额总额 996,473,995.14

§11�重大事件揭示

11.1�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决议

本报告期内，本基金未举行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

11.2�基金管理人、基金托管人的专门基金托管部门的重大人事变动

1、基金管理人的重大人事变动

（1）本基金管理人于2018年01月27日公告，増聘周博洋先生担任金

元顺安丰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的基金经理；

（2）本基金管理人于2018年01月27日公告，増聘周博洋先生担任金

元顺安优质精选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的基金经理；

（3）本基金管理人于2018年01月27日公告，増聘周博洋先生担任金

元顺安丰祥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的基金经理；

（4）本基金管理人于2018年01月27日公告，増聘苏利华先生担任金

元顺安金元宝货币市场基金的基金经理；

（5）本基金管理人于2018年01月27日公告，増聘周博洋先生担任金

元顺安沣楹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的基金经理；

（6）本基金管理人于2018年02月10日公告，李杰先生不再担任金元

顺安丰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的基金经理；

（7）本基金管理人于2018年02月10日公告，李杰先生不再担任金元

顺安优质精选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的基金经理；

（8）本基金管理人于2018年02月10日公告，李杰先生不再担任金元

顺安丰祥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的基金经理；

（9）本基金管理人于2018年02月10日公告，李杰先生不再担任金元

顺安金元宝货币市场基金的基金经理；

（10）本基金管理人于2018年02月10日公告，李杰先生不再担任金

元顺安沣楹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的基金经理；

（11）本基金管理人于2018年03月27日公告，増聘贾丽杰女士担任

金元顺安成长动力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的基金经理；

（12）本基金管理人于2018年03月27日公告，増聘贾丽杰女士担任

金元顺安价值增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的基金经理；

（13）本基金管理人于2018年03月31日公告，缪玮彬先生不再担任

金元顺安价值增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的基金经理；

（14）本基金管理人于2018年04月05日公告，増聘张博先生担任金

元顺安优质精选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的基金经理；

（15）本基金管理人于2018年04月20日公告，闵杭先生不再担任金

元顺安成长动力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的基金经理；

（16） 本基金管理人于2018年04月24日公告，《金元顺安沣顺定期

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正式生效，周博洋先生担任

该基金的基金经理；

（17）本基金管理人于2018年05月09日公告，闵杭先生不再担任金

元顺安金通宝货币市场基金的基金经理；

（18） 本基金管理人于2018年05月10日公告，《金元顺安沣泰定期

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正式生效，苏利华先生担任

该基金的基金经理；

（19）本基金管理人于2018年06月21日公告，闵杭先生不再担任金

元顺安桉盛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的基金经理；

（20）本基金管理人于2018年06月21日公告，闵杭先生不再担任金

元顺安桉泰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的基金经理；

（21）本基金管理人于2018年07月26日公告，孔祥鹏先生不再担任

金元顺安成长动力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的基金经理；

（22）本基金管理人于2018年08月22日公告，金元顺安核心动力混

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终止，并于2018年08月22日进入基金财产清

算程序；

（23）本基金管理人于2018年11月21日公告，聘任邝晓星先生代任

公司总经理，张嘉宾先生不再担任公司总经理；

（24）本基金管理人于2018年12月06日公告，金元顺安桉泰债券型

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终止，并于2018年12月06日进入基金财产清算程

序；

（24）本基金管理人于2018年12月20日公告，聘任封涌先生担任公

司督察长，凌有法先生不再担任公司督察长；

（25）本基金管理人于2018年12月21日公告，聘任凌有法先生担任

公司副总经理；

2、基金托管人专门基金托管部门的重大人事变动

本报告期内，本基金基金托管人总行聘任刘琳同志、李智同志为本行

托管业务部高级专家。

11.3�涉及基金管理人、基金财产、基金托管业务的诉讼

本报告期内，未发生涉及本基金管理人、基金财产、基金托管业务的

诉讼。

11.4�基金投资策略的改变

本报告期内，本基金的投资策略未发生改变。

11.5�为基金进行审计的会计师事务所情况

本报告期内，未发生改聘会计师事务所的情况。

11.6�管理人、托管人及其高级管理人员受稽查或处罚等情况

本报告期内， 本基金管理人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海监管

局下发的 《关于对金元顺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采取责令改正措施的决

定》，责令公司进行整改，并对公司相关责任人员采取监管谈话措施。 公

司高度重视，按照法律法规相关要求全面梳理了相关业务流程，针对性的

制定、落实整改措施，并及时向监管部门提交了整改报告。

除上述情况外，本报告期内，本基金的基金管理人、基金托管人及其

高级管理人员没有受到稽查或处罚。

11.7�基金租用证券公司交易单元的有关情况

11.7.1基金租用证券公司交易单元进行股票投资及佣金支付情况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券商名称

交易单

元数量

股票交易 应支付该券商的佣金

备注

成交

金额

占当期股票成交总

额的比例

佣金

占当期佣

金总量的

比例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 - - - - -

注：

1、专用交易单元的选择标准和程序

根据中国证监会 《关于加强证券投资基金监管有关问题的通知》

（证监基字〈1998〉29号）和《关于完善证券投资基金交易席位制度有关

问题的通知》（证监基金字[2007]48号）的有关规定，我公司制定了租用

证券公司专用交易单元的选择标准和程序：

（1）选择标准。

1）公司具有较强的研究实力，能够出具高质量的各种研究报告。 研

究及投资建议质量较高、 报告出具及时、 能及时地交流和对需求做出反

应，有较广泛的信息网络，能及时提供准确的信息资讯服务。

2）公司资信状况较好，无重大不良记录。

3）公司经营规范，能满足基金运作的合法、合规需求。

4）能够对持有人提供较高质量的服务。 能够向持有人提供咨询、查

询等服务；可以向投资人提供及时、主动的信息以及其它增值服务，无被

持有人投诉的记录。

（2）选择流程。

公司投研和市场部门定期对券商服务质量根据选择标准进行量化

评比，并根据评比的结果选择交易单元。

2、截至本报告期末2018年12月31日止，本基金新租用海通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1个上海交易单元和1个深圳交易单元，无退租交易单元。

11.7.2基金租用证券公司交易单元进行其他证券投资的情况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券商名称

债券交易 债券回购交易 权证交易 基金交易

成交金额

占当期

债券成

交总额

的比例

成交金额

占当期

债券回

购成交

总额的

比例

成

交

金

额

占当

期权

证成

交总

额的

比例

成交

金额

占当

期基

金成

交总

额的

比例

海通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

49,917,

616.43

100.00

%

509,000,000.00

100.00

%

- - - -

11.8�其他重大事件

序

号

公告事项 法定披露方式

法定披露日

期

1

金元顺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旗下

基金2018年半年度资产净值的公告

《上海证券报》 和www.jysa99.

com

2018-07-0

1

2

金元顺安沣顺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

证券投资基金2018年第2季度报告

《上海证券报》 和www.jysa99.

com

2018-07-1

8

3

金元顺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旗下基金

2018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上海证券报》 和www.jysa99.

com

2018-08-2

5

4

金元顺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旗下基金

2018年半年度报告（正文）

《上海证券报》 和www.jysa99.

com

2018-08-2

5

5

金元顺安沣顺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

证券投资基金开放日常申购、赎回及转

换业务公告

《上海证券报》 和www.jysa99.

com

2018-10-1

7

6

金元顺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旗下基金

2018年三季度报告

《上海证券报》 和www.jysa99.

com

2018-10-2

6

7

金元顺安沣顺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

证券投资基金更新招募说明书[2018年

1号]

《上海证券报》 和www.jysa99.

com

2018-12-0

6

8

金元顺安沣顺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

证券投资基金更新招募说明书摘要

[2018年1号]

《上海证券报》 和www.jysa99.

com

2018-12-0

6

9

金元顺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旗下基金

增加凯石财富为销售机构并参与费率

优惠的公告

《上海证券报》 和www.jysa99.

com

2018-12-2

6

10

金元顺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手工

披露旗下基金12月28日行情的公告

《上海证券报》 和www.jysa99.

com

2018-12-2

9

§12�影响投资者决策的其他重要信息

12.1�报告期内单一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比例达到或超过20%的情

况

投

资

者

类

别

报告期内持有基金份额变化情况

报告期末持有基金情

况

持有基金份额比例

达到或者超过 20%

的时间区间

期初份额 申购份额 赎回份额 持有份额

份额

占比

机

构

1

2018年04月19日至

2018年12月31日

499,999,

000.00

486,474,

995.14

-

986,473,

995.14

99%

产品特有风险

?持有份额比例较高的投资者（“高比例投资者” ）大额赎回时易使本基金发生巨额赎回或连

续巨额赎回， 中小投资者可能面临赎回申请需要与高比例投资者按同比例部分延期办理的风

险，赎回款项延期获得。

?基金净值大幅波动的风险

高比例投资者大额赎回时， 基金管理人进行基金财产变现可能会对基金资产净值造成较

大波动；若高比例投资者赎回的基金份额收取赎回费，相应的赎回费用按约定将部分或全部归

入基金资产，可能对基金资产净值造成较大波动。

?基金规模较小导致的风险

高比例投资者赎回后， 可能导致基金规模较小， 从而使得基金投资及运作管理的难度增

加。 本基金管理人将继续勤勉尽责，执行相关投资策略，力争实现投资目标。

金元顺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一九年三月二十六日

（上接B195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