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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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〇一九年四月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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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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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1月1日起至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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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9,463,200.8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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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1月1日-2019年3月31日)

1.本期已实现收益 -62,513.38

2.本期利润 12,113,512.60

3.加权平均基金份额本期利润 0.0712

4.期末基金资产净值 113,494,914.33

5.期末基金份额净值 0.7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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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8% 0.93% 11.17% 0.88% -0.09%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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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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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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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DI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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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期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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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次数为

一次，发生在量化投资组合与主动管理投资组合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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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油价格在2018年最后一个季度大幅下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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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开始，随着美联储对未来加息政策的表述越来越显“鸽派” ，即认为

美国经济增长面临放缓的可能，核心通胀处于目标值以下，保持耐心等待观察更

多经济指标和信号，加息进程可能暂缓一段时间。 由此市场解读为美联储今年可

能不会加息了，并且有一定的概率还可能减息。这明显有利于油价和股价的反弹。

中美贸易谈判也在去年12月G20的“习特会” 后有利正面的进展，全球最大

的两个经济体在贸易争端方面能够达成协议， 避免祸及全球的贸易摩擦升级，也

为风险资产的上涨提供了推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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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经济增长的势头并没有改变，经济增长进入后期，但没有什么

领先指标显示经济会掉头向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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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将意味着资源后续供不应求的情况已

经离我们不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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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8%， 同期业绩比较基准收益率为

1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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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060,573.24 92.34

其中：普通股 100,016,675.59 85.46

存托凭证 8,043,897.65 6.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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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152,457.27 6.97

8 其他各项资产 816,439.79 0.70

9 合计 117,029,470.30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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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国 38,506,040.96 33.93

美国 33,302,005.61 29.34

加拿大 19,931,659.24 17.56

瑞典 6,234,956.31 5.49

澳大利亚 3,871,095.28 3.41

葡萄牙 2,778,957.36 2.45

挪威 2,212,735.72 1.95

中国香港 1,223,122.76 1.08

合计 108,060,573.24 95.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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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8,790,143.31 51.80

石油、天然气与消费用燃料 48,510,287.79 42.74

化学制品 760,142.14 0.67

合计 108,060,573.24 95.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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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2,998.00 11,862,666.21 10.45

2 Rio�Tinto�plc

力拓有

限公司

RIO�

LN

伦敦证

券交易

所

英国 22,004.00 8,629,035.57 7.60

3

Exxon�Mobil�

Corp

埃克森

美孚

XOM�

US

纽约证

券交易

所

美国 14,428.00 7,849,795.79 6.92

4 Glencore�plc 嘉能可

GLEN�

LN

伦敦证

券交易

所

英国 220,471.00 6,162,241.27 5.43

5

Royal�Dutch�

Shell�plc

荷兰皇

家壳牌

RDSB�

LN

伦敦证

券交易

所

英国 22,718.00 4,848,944.10 4.27

6 Total�SA 道达尔

TOT�

US

纽约证

券交易

所

美国 11,374.00 4,262,057.03 3.75

7 BP�plc

英国石

油

BP�US

纽约证

券交易

所

美国 76,165.00 3,739,443.95 3.29

8 Chevron�Corp 雪佛龙

CVX�

US

纽约证

券交易

所

美国 3,995.00 3,313,582.96 2.92

9

Lundin�

Petroleum�AB

-

LUPE�

SS

斯德哥

尔摩证

券交易

所

瑞典 12,846.00 2,935,726.14 2.59

10

Galp�Energia�

SGPS�SA

葡萄牙

石油公

司

GALP

里斯本

泛欧交

易所

葡萄牙 25,739.00 2,778,957.36 2.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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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94,435.21

4 应收利息 1,273.36

5 应收申购款 120,731.22

6 其他应收款 -

7 待摊费用 -

8 其他 -

9 合计 816,439.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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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5,065,045.16

报告期基金总申购份额 9,500,324.73

减：报告期基金总赎回份额 25,102,169.04

报告期基金拆分变动份额 -

报告期期末基金份额总额 159,463,200.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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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〇一九年四月十九日

上投摩根全球天然资源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2019年第一季度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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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〇一九年四月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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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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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1月1日起至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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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0,354,195.5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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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1月1日-2019年3月31日)

1.本期已实现收益 327,077.49

2.本期利润 5,373,240.53

3.加权平均基金份额本期利润 0.0726

4.期末基金资产净值 69,279,630.30

5.期末基金份额净值 0.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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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0% 0.82% 7.50% 0.79% 0.50% 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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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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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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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期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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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次数为一次，发生在量化投资组合与主动管理

投资组合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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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的负面因素，如主要经济体逐步退出量化宽松、全球流动性收紧趋势下，美国强劲

的经济数据以及美联储超预期加息的判断引发美元走强，强势美元导致新兴市场动荡、中美贸

易摩擦以及油价上涨等，这些因素在2019年初皆有所改善。美联储多数官员表态赞成2019年暂

停加息，并计划于9月结束缩表进程使得美元走弱，而中国经济指标逐步企稳，固定资产投资和

消费数据均稳步复苏，经济有企稳迹象。 中美贸易谈判仍然稳步推进，对全球经济有正面的影

响。 新兴市场在中国的带领下反弹强劲。

亚洲新兴市场表现以中国内地及中国香港最佳，而马来西亚则是唯一下跌的市场。 其他市

场则以俄罗斯表现较佳。中国走过2018年的低谷，经济逐步企稳，中美贸易谈判稳步推进，政策

相对积极托市， 加上MSCI将A股纳入因子提升至20%及内地证监会和上交所公布科创板细则

推动，市场反弹强劲。 中国台湾及韩国也受惠于IT硬件及半导体上涨而反弹。 印度在执政党可

能在大选中获胜而在3月表现最佳。 全球新兴市场基金由于超配中国，使得2019年一季度表现

优于业绩基准。

展望第二季，美国经济数据喜忧参半，中美贸易谈判稳步推进，美国2018�年第四季度实际

GDP年化同比终值为升2.2%，差于预期的2.4%。 美国2�月未经季节性调整的CPI�同比增1.5%，

不及前值及预期的1.6%。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财政部长姆努钦于3�月28�日至29�日应邀访

华，在北京举行第八轮中美经贸高级别磋商，双方讨论了协议有关文本，并取得新的进展。 英国

脱欧协议连续被否决显示内部分歧仍然较高， 内部的割裂及脱欧日期和形式的不确定性给欧

洲乃至全球的经济带来负面影响。 土耳其货币在一季度底又见大幅波动，南美的阿根廷披索及

巴西里埃亦随之贬值，带来风险因素。

印度及印尼将举行选举。 目前民调结果多偏向于执政党能获胜，这对政策的延续性有利，

市场亦较欢迎此类结果。 选举年对于消费、基建相关的个股通常有政策利好消息，而且央行也

是我们的重点配置。 我们仍然关注科技及消费板块，尤其是优质的龙头公司。 由于一季度股市

反弹强劲，第二季可能有拉回的压力，我们将在拉回时增配相关市场的消费及金融板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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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0%，同期业绩比较基准收益率为7.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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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4,016,703.31 87.80

其中：普通股 41,776,376.69 57.30

存托凭证 22,240,326.62 30.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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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77,540.66 7.65

8 其他各项资产 3,317,654.86 4.55

9 合计 72,911,898.83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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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217,384.03 36.40

韩国 9,153,542.20 13.21

美国 20,005,137.74 28.88

印度尼西亚 4,489,343.60 6.48

泰国 1,857,472.03 2.68

中国台湾 2,235,188.88 3.23

南非 1,058,634.83 1.53

合计 64,016,703.31 92.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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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657,789.85 19.71

保险 7,388,715.03 10.67

互动媒体与服务 6,777,263.22 9.78

网络营销与直销零售 5,704,780.92 8.23

科技硬件、存储及周边 4,181,723.58 6.04

半导体产品与设备 4,026,740.74 5.81

电子设备、仪器和元件 2,868,085.02 4.14

制药 2,762,982.81 3.99

石油、天然气与消费用 2,488,129.97 3.59

信息技术服务 2,405,155.03 3.47

食品与主要用品零售 2,070,575.99 2.99

纺织品、服装与奢侈品 1,903,233.76 2.75

汽车 1,813,080.52 2.62

化学制品 1,309,683.84 1.89

电气设备 1,293,807.27 1.87

金属与采矿 956,781.87 1.38

航空公司 860,006.38 1.24

无线电信业务 823,465.12 1.19

综合电信业务 724,702.39 1.05

合计 64,016,703.31 92.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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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883,486.71 8.49

2

Samsung�

Electronics�Co�

Ltd

三星电子

005930�

KS

韩

国

证

券

交

易

所

韩国 15,788.00 4,181,723.58 6.04

3

Alibaba�Group�

Holding�Ltd

阿里巴巴

BABA�

US

纽

约

证

券

交

易

所

美国 3,330.00 4,090,995.16 5.91

4

Taiwan�

Semiconductor�

Manufacturing�

Co.,�Ltd

台积电

TSM�

US

纽

约

证

券

交

易

所

美国 14,600.00 4,026,740.74 5.81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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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42,136.57 4.68

6

HDFC�BANK�

Limited

HDFC银

行有限公

司

HDB�

US

纽

约

证

券

交

易

所

美国 3,186.00 2,486,609.23 3.59

7 Infosys�Ltd

Infosys科

技有限公

司

INFY�

US

纽

约

证

券

交

易

所

美国 32,680.00 2,405,155.03 3.47

8

China�

Merchants�Bank�

Co�Ltd

招商银行 3968HK

香

港

交

易

所

中国

香港

68,000.00 2,225,242.92 3.21

9

Industrial�Credit�

and�Investment�

Corporation�of�

India

印度工业

信贷投资

银行

IBN�US

纽

约

证

券

交

易

所

美国 25,898.00 1,998,442.74 2.88

10

Bank�Rakyat�

Indonesia�TBK

印尼人民

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

BBRI�IJ

雅

加

达

证

券

交

易

所

印尼 1,000,000.00 1,948,175.56 2.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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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1,223.86

3 应收股利 128,141.85

4 应收利息 981.60

5 应收申购款 43,213.62

6 其他应收款 1,194,093.93

7 待摊费用 -

8 其他 -

9 合计 3,317,654.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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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6,092,895.26

报告期基金总申购份额 2,543,987.35

减：报告期基金总赎回份额 8,282,687.11

报告期基金拆分变动份额 -

报告期期末基金份额总额 70,354,195.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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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〇一九年四月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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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报告送出日期：二〇一九年四月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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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金托管人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根据本基金合同规定，于2019年4月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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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1月1日起至3月31日止。

§2� �基金产品概况

基金简称 上投摩根天添盈货币

基金主代码 000855

基金运作方式 契约型开放式

基金合同生效日 2014年11月25日

报告期末基金份额总额 8,070,958,885.36份

投资目标

在有效控制投资风险和保持较高流动性的前提下， 为投资者提供资金的流

动性储备， 进一步优化现金管理， 并力求获得高于业绩比较基准的稳定回

报。

投资策略

本基金将综合考虑各类可投资品种的收益性、流动性及风险性特征，对各类

资产进行合理的配置和选择。 在保证基金资产的安全性和流动性基础上，力

争为投资者创造稳定的投资收益。 本基金以短期金融工具作为投资对象，基

于对各细分市场的市场规模、交易情况、各交易品种的流动性、相对收益、信

用风险以及投资组合平均剩余期限要求等重要指标的分析，确定（调整）投

资组合的类别资产配置比例。 利率变化是影响债券价格的最重要因素，本基

金将通过对国内外宏观经济走势、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市场结构变化和短

期资金供给等因素的综合分析，形成对未来货币市场利率变动的预期，并依

此确定和调整组合的平均剩余期限。 在个券选择层面，本基金将综合考虑安

全性、流动性和收益性等因素，通过分析各个金融产品的剩余期限与收益率

的配比状况、信用等级、流动性指标等因素进行证券选择，选择风险收益配

比最合理的证券作为投资对象。

业绩比较基准 同期七天通知存款利率（税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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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基金的风险和

预期收益低于股票型基金、混合型基金和债券型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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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下属分级基金的基金简称

上投摩根天添盈货币A

类

上投摩根天添盈货币B

类

上投摩根天添盈货币E

类

下属分级基金的交易代码 000855 000856 000857

报告期末下属分级基金的份

额总额

7,962,160,601.15份 -份 108,798,284.21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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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1月1日-2019年3月31日)

上投摩根天添盈货币A类

上投摩根天添盈货

币B类

上投摩根天添盈货

币E类

1.本期已实现收益 41,677,203.27 - 660,454.77

2.本期利润 41,677,203.27 - 660,454.77

3.期末基金资产净值 7,962,160,601.15 - 108,798,284.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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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货币市场基金采用摊余成本法核算，因此，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为零，本期已实现收益和本期利润的金额相等。

上述基金业绩指标不包括交易基金的各项费用（例如基金转换费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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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益率及其与同期业绩比较基准收益率的比较

1、上投摩根天添盈货币A类:

阶段

净值收益率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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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去三个月 0.6174% 0.0004% 0.3329% 0.0000% 0.2845% 0.0004%

2、上投摩根天添盈货币B类：

阶段

净值收益率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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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去三个月 - - - - - -

3、上投摩根天添盈货币E类：

阶段

净值收益率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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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去三个月 0.6544% 0.0004% 0.3329% 0.0000% 0.3215% 0.0004%

注：本基金收益分配按日结转份额。

3.2.2自基金合同生效以来基金累计净值收益率变动及其与同期业绩比较基

准收益率变动的比较

上投摩根天添盈货币市场基金

份额累计净值收益率与业绩比较基准收益率历史走势对比图

(2014年11月25日至2019年3月31日)

1、上投摩根天添盈货币A类

2、上投摩根天添盈货币B类

3、上投摩根天添盈货币E类

注：1.本基金合同生效日为2014年11月25日，图示时间段为2014年11月25日

至2019年3月31日。

2.本基金建仓期自2014年11月25日至2015年5月24日,� 建仓期结束时资产

配置比例符合本基金基金合同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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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鞠婷 本基金基金经理 2016-05-27 -

5年（金融

领域从业

经验14

年）

鞠婷女士 ，1997年 7月至

2001年5月在中国建设银行

第一支行担任助理经济师，

2006年3月至2014年10月

在瑞穗银行总行担任总经

理助理，自2014年10月起加

入上投摩根基金管理有限

公司，担任我公司货币市场

投资部基金经理助理一职，

2015年7月至2018年12月担

任上投摩根现金管理货币

市场基金基金经理，自2016

年5月起同时担任上投摩根

天添盈货币市场基金和上

投摩根天添宝货币市场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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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投摩根天添盈货币市场基金基金合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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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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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期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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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次数为

一次，发生在量化投资组合与主动管理投资组合之间。

4.4�报告期内基金的投资策略和业绩表现说明

4.4.1报告期内基金投资策略和运作分析

从一季度的经济数据看， 宏观经济仍存在下行压力， 但整体下行趋势放缓。

2019年1-2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累计同比下降14%，分行业来看，偏上游

制造业利润增速高位回落、偏下游行业利润增速下滑幅度相对小或低位改善； 3

月官方制造业 PMI� 50.5，超预期回升，显示供给端企业复工意愿较强、需求在稳

步复苏；2月CPI食品价格同比上涨1.5%，环比涨幅有所扩大，PPI环比降幅收窄，同

比涨幅与上月相同；1-2月固定资产投资累计同比增加6.1%，上月5.9%，略好于预

期；2月进出口增速和1月数据相比均出现大幅回落， 显示实际贸易形势并没有出

现明显的改观。

回顾一季度，为了对冲MLF到期和鼓励银行实施债转股项目用于扶持小微企

业，央行1月4日宣布下调金融机构存款准备金率1个百分点，继续保持市场流动性

处于合理充裕状态，根据央行表述此次降准仍属于定向调控，并非大水漫灌，稳健

的货币政策取向没有改变。受此影响，7天回购价格除了缴税缴款以及季末月末等

干扰因素外，基本围绕利率走廊下限波动，1年期国开债收益率在2.48-2.66%区间

小幅震荡，10年期国开债收益率在3.47-3.70%区间震荡。 6个月同业存单发行利

率与上季相比下行明显，基本维持在2.8%左右。高等级信用债发行利率下行明显。

本基金在一季度继续以流动性安全性为首要目标，在存单利率与高等级信用

债利率出现利差时，逐步提高高等级信用债配置，在季末逆回购利率上行较快之

时，加大逆回购资产配置，同时控制组合整体风险，灵活掌握杠杆比例，做好市场

流动性预判，力争在提高基金收益水平的同时，维护组合安全性。

展望二季度，外部环境依然复杂多变，但随着国内各项政策的落地，政策效果

或将在二季度开始显现。 货币政策方面或将继续关注由“猪周期” 引起的物价变

化，结合经济运行状况，灵活把握节奏和力度。 操作上，本基金会继续保持稳健的

投资风格，在增加信用债配置的同时，严格防范信用风险，遵守各项监管要求，确

保组合流动性和安全性，谨记货币基金现金管理工具的原则，密切关注海内外市

场及政策变化，灵活调整资产配置，力争为投资者提供安全稳健的长期回报。

4.4.2报告期内基金的业绩表现

本报告期上投摩根天添盈货币A类、E类的净值增长率分别为0.6174%，

0.6544%，同期业绩比较基准收益率为0.3329%。

上投摩根天添盈货币B类本报告期内无份额。

4.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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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固定收益投资 3,935,470,286.98 48.70

其中：债券 3,935,470,286.98 48.70

资产支持证券 - -

2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713,020,345.03 8.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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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91,170,161.32 41.97

4 其他资产 40,927,515.80 0.51

5 合计 8,080,588,309.13 100.00

5.2�报告期债券回购融资情况

序号 项目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

1 报告期内债券回购融资余额 5.96

其中：买断式回购融资 -

序号 项目 金额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

（％）

2

报告期末债券回购融资余额 - -

其中：买断式回购融资 - -

债券正回购的资金余额超过基金资产净值的20％的说明

在本报告期内本货币市场基金债券正回购的资金余额未超过资产净值的

20%。

5.3�基金投资组合平均剩余期限

5.3.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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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

报告期内投资组合平均剩余期限最高值 118

报告期内投资组合平均剩余期限最低值 94

报告期内投资组合平均剩余期限超过120天情况说明

根据基金合同约定，本基金投资组合的平均剩余期限不超过120天。在本报告

期内本基金未出现投资组合平均剩余期限超过120天的情况。

5.3.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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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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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 30天以内 21.46 0.03

其中：剩余存续期超过397天

的浮动利率债

- -

2 30天（含）—60天 22.49 -

其中：剩余存续期超过397天

的浮动利率债

- -

3 60天（含）—90天 6.08 -

其中：剩余存续期超过397天

的浮动利率债

- -

4 90天（含）—120天 12.77 -

其中：剩余存续期超过397天

的浮动利率债

- -

5 120天（含）—397天（含） 36.81 -

其中：剩余存续期超过397天

的浮动利率债

- -

合计 99.61 0.03

5.4报告期内投资组合平均剩余存续期超过240天情况说明

在本报告期内本基金未出现投资组合平均剩余存续期超过240天的情况。

5.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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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0,541,717.41 5.33

其中：政策性金融债 430,541,717.41 5.33

4 企业债券 - -

5 企业短期融资券 490,081,442.60 6.07

6 中期票据 - -

7 同业存单 3,014,847,126.97 37.35

8 其他 - -

9 合计 3,935,470,286.98 48.76

10

剩余存续期超过397天的浮动

利率债券

- -

5.6�报告期末按摊余成本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名的前十名债券投资明

细

序号 债券代码 债券名称

债券数量

(张)

摊余成本（元）

占基金资产净

值比例（％）

1 111916021

19上海银行

CD021

2,000,000.00 199,690,430.93 2.47

2 111804069

18中国银行

CD069

2,000,000.00 197,989,692.03 2.45

3 111814151

18江苏银行

CD151

2,000,000.00 197,887,030.28 2.45

4 111812172

18北京银行

CD172

1,500,000.00 149,313,351.54 1.85

5 111817182

18光大银行

CD182

1,500,000.00 148,545,065.86 1.84

6 180407 18农发07 1,100,000.00 110,152,855.00 1.36

7 111812115

18北京银行

CD115

1,000,000.00 99,618,339.99 1.23

8 111916065

19上海银行

CD065

1,000,000.00 99,454,735.40 1.23

9 111812184

18北京银行

CD184

1,000,000.00 99,422,068.69 1.23

10 111817200

18光大银行

CD200

1,000,000.00 99,184,507.80 1.23

5.7“影子定价”与“摊余成本法”确定的基金资产净值的偏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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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

报告期内偏离度的最高值 0.0566%

报告期内偏离度的最低值 0.0095%

报告期内每个工作日偏离度的绝对值的简单平均值 0.0340%

报告期内负偏离度的绝对值达到0.25%情况说明

本报告期未发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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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未发生正偏离度的绝对值达到0.5%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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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9�投资组合报告附注

5.9.1基金计价方法说明

本基金估值采用摊余成本法，即估值对象以买入成本列示，按票面利率或商

定利率并考虑其买入时的溢价与折价，在其剩余期限内按实际利率法摊销，每日

计提收益。 本基金不采用市场利率和上市交易的债券和票据的市价计算基金资产

净值。

5.9.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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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9.3其他各项资产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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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027,208.76

4 应收申购款 3,900,307.04

5 其他应收款 -

6 待摊费用 -

7 其他 -

8 合计 40,927,515.80

5.9.4投资组合报告附注的其他文字描述部分

因四舍五入原因，投资组合报告中市值占净值比例的分项之和与合计可能存

在尾差。

基金份额持有人如欲了解本基金投资组合的其他相关信息，可致电本基金管

理人获取。

§6� �开放式基金份额变动

单位：份

项目

上投摩根天添盈货币

A类

上投摩根天添盈货币B

类

上投摩根天添盈货币E

类

本报告期期初基金份额总额 5,153,662,565.27 - 94,133,923.63

报告期基金总申购份额 2,837,334,414.07 - 69,510,179.61

报告期基金总赎回份额 28,836,378.19 - 54,845,819.03

报告期基金拆分变动份额 - - -

报告期期末基金份额总额 7,962,160,601.15 - 108,798,284.21

§7� �基金管理人运用固有资金投资本基金交易明细

无。

§8� �影响投资者决策的其他重要信息

8.1�影响投资者决策的其他重要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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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添盈货币市场基金设立的文件；

2.�《上投摩根天添盈货币市场基金基金合同》；

3.�《上投摩根天添盈货币市场基金基金托管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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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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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〇一九年四月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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