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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6月30日

基金管理人：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报告送出日期：二〇一九年七月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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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金托管人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根据本基金合同规定，于2019年7月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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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1日起至6月30日止。

§2� �基金产品概况

基金简称 博时鑫泽混合

基金主代码 003434

基金运作方式 契约型开放式

基金合同生效日 2016年10月17日

报告期末基金份额总额 400,035,472.42份

投资目标

本基金通过对多种投资策略的有机结合，在有效控制风险的前提

下，力争为基金持有人获取长期持续稳定的投资回报。

投资策略

本基金通过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相结合、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互

相补充的方法，在股票、债券和现金等资产类之间进行相对稳定的

适度配置，强调通过自上而下的宏观分析与自下而上的市场趋势

分析有机结合进行前瞻性的决策。

业绩比较基准 沪深300指数收益率×50%�+中证综合债指数收益率×50%

风险收益特征

本基金为混合型基金，其预期收益及预期风险水平低于股票型基

金，高于债券型基金及货币市场基金，属于中高收益/风险特征的

基金。

基金管理人 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下属分级基金的基金简称 博时鑫泽混合A 博时鑫泽混合C

下属分级基金的交易代码 003434 003435

报告期末下属分级基金的

份额总额

400,005,222.68份 30,249.7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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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1日-2019年6月30日)

博时鑫泽混合A 博时鑫泽混合C

1.本期已实现收益 18,267,935.53 1,855.35

2.本期利润 -782,540.67 636.74

3.加权平均基金份额本期利润 -0.0020 0.0171

4.期末基金资产净值 482,708,645.43 36,459.11

5.期末基金份额净值 1.207 1.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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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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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基金自2017年5月25日起新增C类份额。 两类基金份额单独设置基金代码，分别公布基金资产净值、基

金份额净值和基金累计份额净值等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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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博时鑫泽混合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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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17% 0.94% -0.11% 0.75% -0.06% 0.19%

2．博时鑫泽混合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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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25% 0.96% -0.11% 0.75% -0.14% 0.21%

3.2.2自基金合同生效以来基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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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博时鑫泽混合A：

2．博时鑫泽混合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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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曦 基金经理

2016-10

-17

- 11.0

王曦女士，硕士。 2008年加入博时基金管理有

限公司。 历任研究助理、 研究员兼投资分析

员、研究员、投资助理、博时新起点灵活配置

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2015年9月7日-2016年

10月17日)、博时新趋势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 (2015年9月7日-2017年3月10日)、

博时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2015年9

月7日-2017年8月1日)、博时新机遇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 (2018年2月6日-2018年9月27

日)、 博时鑫丰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2016年12月21日-2019年4月25日)、 博时新

价值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2016年3

月18日-2019年4月30日) 的基金经理。 现任

博时新策略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2015年11月23日—至今)、博时新收益灵活配

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2016年2月4日—至

今)、 博时鑫源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2016年8月24日—至今)、 博时鑫瑞灵活配置

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2016年10月13日—至

今)、 博时鑫泽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2016年10月17日—至今)、博时鑫泰灵活配置

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2017年1月10日—至

今)、 博时鑫惠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2017年1月23日—至今)的基金经理。

金晟哲

研究部副总

经理/基金

经理

2016-10

-24

- 7.0

金晟哲先生，硕士。 2012年从北京大学硕士研

究生毕业后加入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历

任研究员、高级研究员、资深研究员、博时睿

利定增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2017

年2月28日-2017年12月1日)、 博时睿益定增

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2017年2月28

日-2018年2月22日)、博时睿益事件驱动灵活

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LOF）(2018年2月

23日-2018年8月13日)、博时睿丰灵活配置定

期开放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2017年3月22日

-2018年12月8日)的基金经理。现任研究部副

总经理兼博时鑫泽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2016年10月24日—至今)、博时价值增

长证券投资基金(2017年11月13日—至今)、博

时睿利事件驱动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

金（LOF）(2017年12月4日—至今)的基金经

理。

注：上述任职日期、离任日期根据本基金管理人对外披露的任免日期填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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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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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其各项实施细则、本

基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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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信于市场、取信于社会的原则管

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为基金持有人谋求最大利益。 本报告期内，基金投资管理符合有关法规和基金合同的

规定，没有损害基金持有人利益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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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基金管理人严格执行了《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公平交易制度指导意见》和公司制定的

公平交易相关制度。

4.3.2异常交易行为的专项说明

报告期内未发现本基金存在异常交易行为。

4.4报告期内基金投资策略和运作分析

报告期内，权益部分在部分定增项目已经解禁的情况下，进行了二级市场的波段操作和部分标的的大

宗买入操作；固定收益部分则继续配置了高信用评级的同业存单。

2019年二季度，A股经历了极致的冰火两重天格局。 一边在贸易冲突的干扰下，市场人心惶惶、剧烈波

动，另一边以消费白马为代表的“核心资产”则气势如虹，屡创新高。 这样的表现实际上是A股过去几年重

大变化的缩影。 一方面，宏观经济降速之后，“增长” 愈发稀缺，对增长的“可能性”的关注让位于“确定

性” ；另一方面，投资者结构正在发生不可逆的变化，传统公募的交易需求让位于海内外类养老金的配置需

求。

从组合构建的角度来说，这意味着我们需要适应这样长期的、结构性的变化，增加组合的久期和配置

比例，而不能完全依赖过往判断行业景气度的方式。 为此，我们将在持仓上逐渐集中到那些能为我们带来

3年复合回报的股票上。 这既包括传统行业中格局稳定、能够看到持续增长驱动力的公司，也包括科技行

业中商业模式已经明显转型、收费模式已经明显云化的公司。 无论如何，这些格局和模式背后反映的都是

持续的需求和强大的产品力。

而展望下半年，我们有几个基本的想法：

第一，宏观上，6月底G20会议后贸易战有所缓和，可以认为在特朗普再次生变之前，其对市场情绪和股

票估值的影响趋于弱化，市场矛盾将集中于国内；但另一方面，关税征收的实际长期影响，包括对出口、制

造业等，将逐步显现。 从国内来说，相比一季度的市场预期，对经济企稳的预期落空、419政治局会议后政

策的微调转向，实际上对三季度企业盈利的预期是不利的。 但与此同时，资本市场政策暖风频传，又为市

场的活跃提供了基础。

第二，贸易战的长期影响将是国内的产业转移及产业结构调整，科技及创新的向上驱动将会长期持

续。 这其中包括市场正在认知的自主可控、各产业的信息化等等，但我们认为最令人兴奋的机会将来自5G

的下游链条。 我们在过去的一年中已经看到了5G建设的决心和速度、并看到了相关硬件标的的突出表现，

未来我们对5G下游应用端（如手机、汽车、VR/AR、物联网等）将保持密切关注，这其中将诞生巨大的机

会。

第三，我们在上半年关注的主线，如券商、光伏、计算机等，行业景气依然维持，存在持续的螺旋上升机

会，我们同样将保持关注。

4.5�报告期内基金的业绩表现

截至2019年06月30日，本基金A类基金份额净值为1.207元，份额累计净值为1.207元，本基金C类基金

份额净值为1.205元，份额累计净值为1.205元。 报告期内，本基金A类基金份额净值增长率为-0.17%，本基

金C类基金份额净值增长率为-0.25%，同期业绩基准增长率-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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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1,660,323.03 35.31

其中：股票 171,660,323.03 35.31

2 基金投资 - -

3 固定收益投资 7,436,609.60 1.53

其中：债券 7,436,609.60 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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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9,500,000.00 38.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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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6,902,462.84 24.05

8 其他各项资产 607,127.33 0.12

9 合计 486,106,522.80 100.00

5.2�报告期末按行业分类的股票投资组合

代码 行业类别 公允价值（元）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

（％）

A 农、林、牧、渔业 8,545,438.00 1.77

B 采矿业 305,981.60 0.06

C 制造业 70,665,518.50 14.64

D

电力、热力、燃气及

水生产和供应业

13,209,690.74 2.74

E 建筑业 4,445,998.30 0.92

F 批发和零售业 66,934.21 0.01

G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

政业

249,320.34 0.05

H 住宿和餐饮业 - -

I

信息传输、软件和信

息技术服务业

41,502,933.59 8.60

J 金融业 16,641,211.09 3.45

K 房地产业 15,590,086.48 3.23

L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33,165.74 0.01

M

科学研究和技术服

务业

138,312.54 0.03

N

水利、环境和公共设

施管理业

602.00 0.00

O

居民服务、修理和其

他服务业

- -

P 教育 - -

Q 卫生和社会工作 - -

R 文化、体育和娱乐业 265,129.90 0.05

S 综合 - -

合计 171,660,323.03 35.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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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序号 股票代码 股票名称 数量(股) 公允价值(元)

占基金资产净

值比例(％)

1 600340 华夏幸福 478,664 15,590,086.48 3.23

2 002422 科伦药业 455,340 13,537,258.20 2.80

3 300033 同花顺 134,700 13,249,092.00 2.74

4 600167 联美控股 1,248,553 13,209,690.74 2.74

5 000001 平安银行 752,500 10,369,450.00 2.15

6 600720 祁连山 1,145,900 10,072,461.00 2.09

7 300498 温氏股份 238,300 8,545,438.00 1.77

8 002555 三七互娱 604,900 8,196,395.00 1.70

9 603068 博通集成 134,031 7,771,117.38 1.61

10 300685 艾德生物 139,461 7,303,572.57 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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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企业短期融资券 - -

6 中期票据 - -

7 可转债（可交换债） 7,436,609.60 1.54

8 同业存单 - -

9 其他 - -

10 合计 7,436,609.60 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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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2018 G三峡EB1 51,170 5,117,000.00 1.06

2 110053 苏银转债 1,960 209,034.00 0.04

3 110057 现代转债 1,680 177,979.20 0.04

4 113026 核能转债 1,520 158,034.40 0.03

5 113025 明泰转债 1,550 154,798.50 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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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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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告期内，本基金投资的前十名证券的发行主体除平安银行（000001）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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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8月1日，因存在未按照规定履行客户身份识别义务等情况，中国人民银行对平安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处以罚款的行政处罚。

对该证券投资决策程序的说明：

根据我司的基金投资管理相关制度，以相应的研究报告为基础，结合其未来增长前景，由基金经理决

定具体投资行为。

5.11.2报告期内基金投资的前十名股票中，没有投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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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4,185.84

2 应收证券清算款 -

3 应收股利 -

4 应收利息 32,941.49

5 应收申购款 -

6 其他应收款 -

7 待摊费用 -

8 其他 -

9 合计 607,127.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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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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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 博时鑫泽混合A 博时鑫泽混合C

本报告期期初基金份额总额 400,047,138.41 57,866.12

报告期基金总申购份额 17,091.25 40,416.39

减：报告期基金总赎回份额 59,006.98 68,032.77

报告期基金拆分变动份额 - -

本报告期期末基金份额总额 400,005,222.68 30,249.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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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金管理人未持有本基金份额。

7.2�基金管理人运用固有资金投资本基金交易明细

报告期内基金管理人未发生运用固有资金申购、赎回或者买卖本基金的情况。

§8�影响投资者决策的其他重要信息

8.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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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序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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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04-01~

2019-06-30

399,797,

401.20

- -

399,797,

401.20

99.94%

产品特有风险

本报告期内，本基金出现单一份额持有人持有基金份额占比超过20%的情况，当该基金份额持有人选

择大比例赎回时，可能引发巨额赎回。 若发生巨额赎回而本基金没有足够现金时，存在一定的流动性风

险；为应对巨额赎回而进行投资标的变现时，可能存在仓位调整困难，甚至对基金份额净值造成不利影

响。 基金经理会对可能出现的巨额赎回情况进行充分准备并做好流动性管理，但当基金出现巨额赎回

并被全部确认时，申请赎回的基金份额持有人有可能面临赎回款项被延缓支付的风险，未赎回的基金

份额持有人有可能承担短期内基金资产变现冲击成本对基金份额净值产生的不利影响。

本基金出现单一份额持有人持有基金份额占比超过20%的情况，根据基金合同相关约定，该份额

持有人可以独立向基金管理人申请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 并有权自行召集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

该基金份额持有人可以根据自身需要独立提出持有人大会议案并就相关事项进行表决。基金管理人会

对该议案的合理性进行评估，充分向所有基金份额持有人揭示议案的相关风险。

在极端情况下，当持有基金份额占比较高的基金份额持有人大量赎回本基金时，可能导致在其赎

回后本基金资产规模连续六十个工作日低于5000万元，基金还可能面临转换运作方式、与其他基金合

并或者终止基金合同等情形。

此外，当单一基金份额持有人所持有的基金份额已经达到或超过本基金规模的50%或者接受某笔

或者某些申购或转换转入申请有可能导致单一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的比例达到或者超过50%时，本基

金管理人可拒绝该持有人对本基金基金份额提出的申购及转换转入申请。

8.2�影响投资者决策的其他重要信息

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是中国内地首批成立的五家基金管理公司之一。“为国民创造财富” 是博时

的使命。 博时的投资理念是“做投资价值的发现者” 。 截至2019年6月30日，博时基金公司共管理185只开

放式基金，并受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委托管理部分社保基金，以及多个企业年金账户，管理资产总规

模逾9345亿元人民币，剔除货币基金与短期理财债券基金后，博时基金公募资产管理总规模逾2699亿元人

民币，累计分红逾980亿元人民币，是目前我国资产管理规模最大的基金公司之一。

1、 基金业绩

根据银河证券基金研究中心统计，截至2019年2季末：

博时旗下权益类基金业绩亮眼，54只产品（各类份额分开计算，不含QDII，下同）今年来净值增长率银

河同类排名在前1/2，31只银河同类排名在前1/4，15只银河同类排名在前1/10，15只银河同类排名在前10。

其中，博时回报灵活配置混合、博时乐臻定期开放混合、博时医疗保健行业混合今年来净值增长率分别在

145只、61只、14只同类产品中排名第1；博时量化平衡混合、博时弘泰定期开放混合、博时上证50ETF联接

(A类)、博时上证50ETF联接(C类)、博时荣享回报灵活配置定期开放混合(C类)�今年来净值增长率分别在

102只、61只、46只、34只、15只同类产品中排名第3；博时特许价值混合(A类)今年来净值增长率在414只同

类产品中排名第20；博时鑫源灵活配置混合(C类)、博时鑫源灵活配置混合(A类)、博时上证50ETF、博时新

起点灵活配置混合(A类)、博时颐泰混合(C类)、博时睿利事件驱动灵活配置混合(LOF)等基金今年来净值增

长率排名在银河同类前1/10；博时颐泰混合(A类)、博时新兴消费主题混合、博时鑫瑞灵活配置混合(C类)、

博时新起点灵活配置混合(C类)、博时鑫泽灵活配置混合(C类)、博时文体娱乐主题混合、博时新兴成长混合、

博时鑫瑞灵活配置混合(A类)、博时荣享回报灵活配置定期开放混合(A类)、博时创新驱动灵活配置混合(C

类)、博时鑫泽灵活配置混合(A类)、博时裕益灵活配置混合、博时沪港深优质企业灵活配置混合(A类)、博时

沪港深优质企业灵活配置混合(C类)�等基金今年来净值增长率排名在银河同类前1/4。

博时固定收益类基金业绩表现稳健，58只产品（各类份额分开计算，不含QDII，下同）今年来净值增长

率银河同类排名前1/2，29只银河同类排名在前1/4，16只银河同类排名在前1/10，10只银河同类排名在前

10。 债券型基金中，博时转债增强债券(A类)、博时转债增强债券(C类)今年来净值增长率分别在28只、15只

同类产品中排名第1，且分别在全市场参与业绩排名的1928只债券基金中排名第3、第4；博时安盈债券(A

类)、博时安盈债券(C类)�今年来净值增长率分别在同类产品中排第2、第3；博时安弘一年定期开放债券(A

类)、博时安康18个月定期开放债券(LOF)、博时安心收益定期开放债券(A类)� 、博时岁岁增利一年定期开放

债券、博时月月薪定期支付债券今年来净值增长率分别在239只同类产品中排名第3、第7、第14、第18、第

23；博时裕泰纯债债券、博时裕顺纯债债券、博时富瑞纯债债券、博时富祥纯债债券、博时裕腾纯债债券今

年来净值增长率分别在352只同类产品中排名第6、第11、第12、第26、第28；博时安弘一年定期开放债券(C

类)�今年来净值增长率在58只同类产品中排名第3；博时信用债券(A/B类)、博时信用债券(C类)�今年来净

值增长率在228只、163只同类产品中均排名第11；博时富兴纯债3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发起式、博时裕瑞纯债

债券、博时裕创纯债债券、博时双月薪定期支付债券、博时安心收益定期开放债券(C类)、博时裕盛纯债债

券、博时裕恒纯债债券、博时裕盈纯债3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发起式、博时裕安纯债债券、博时安丰18个月定

期开放债券(A类-LOF)等基金今年来净值增长率排名在银河同类前1/4。 货币型基金中，博时合惠货币(B

类)今年来净值增长率在296只同类产品中排名第8，博时合惠货币(A类)、博时现金宝货币(B类)、博时现金

宝货币(A类)�等基金今年来净值增长率排名在银河同类前1/4。

商品型基金当中，博时黄金ETF今年来净值增长率同类排名第3。

QDII基金方面，博时标普500ETF今年来净值增长率同类排名第2、博时亚洲票息收益债券、博时亚洲

票息收益债券(美元)�今年来净值增长率均在同类排名第7。

2、 其他大事件

2019年6月20日，由中国基金报独家主办的第六届中国基金业“英华奖” 评选隆重揭晓，博时基金在此

次英华奖中揽获6项最佳基金经理大奖。 其中，博时基金蔡滨拿下“三年期股票投资最佳基金经理” ；陈凯

杨荣膺“五年期纯债投资最佳基金经理” ；何凯则一举揽获“三年期海外固收投资最佳基金经理”和“五年

期海外固收投资最佳基金经理” 两项桂冠；过钧则再度获得“三年期二级债投资最佳基金经理”和“五年

期二级债投资最佳基金经理”称号。

2019年4月25日，由上海证券报主办的第十六届“金基金”奖的评选结果如期揭晓，博时基金在评选中

一举夺得最具份量的公司奖项“2018年度金基金·TOP公司奖” ，博时主题行业（160505）继去年获得“三

年期金基金分红奖” 后拿下“2018年度金基金·十年期偏股混合型基金奖” ，同时，博时裕瑞纯债债券

（001578）获得“2018年度金基金·一年期债券基金奖” 。

2019年4月14日，第十六届中国基金业金牛奖评选结果揭晓，博时基金旗下绩优产品博时主题行业混

合(LOF)（160505）荣获“五年期开放式混合型持续优胜金牛基金”奖；博时信用债纯债债券（050027）荣

获“三年期开放式债券型持续优胜金牛基金”奖。

§9备查文件目录

9.1备查文件目录

9.1.1�中国证监会批准博时鑫泽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设立的文件

9.1.2《博时鑫泽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

9.1.3《博时鑫泽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托管协议》

9.1.4�基金管理人业务资格批件、营业执照和公司章程

9.1.5�博时鑫泽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各年度审计报告正本

9.1.6�报告期内博时鑫泽灵活配置混合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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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金管理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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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资者对本报告书如有疑问，可咨询本基金管理人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博时一线通：95105568（免长途话费）

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一九年七月十八日

博时鑫泽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2019年第二季度报告

2019年6月30日

基金管理人：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报告送出日期：二〇一九年七月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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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金托管人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根据本基金合同规定，于2019年7月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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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1日起至6月30日止。

§2基金产品概况

2.1�基金基本情况

基金简称 博时信用债券

基金主代码 050011

基金运作方式 契约型开放式

基金合同生效日 2009年6月10日

报告期末基金份额

总额

570,967,925.21份

投资目标 在谨慎投资的前提下，本基金力争获取高于业绩比较基准的投资收益。

投资策略

本基金为债券型基金，基金的资产配置比例范围为：本基金对债券类资产

的投资比例不低于基金资产的80%，对股票等权益类资产投资比例不高

于20%，并保持现金及到期日在一年以内的政府债券的比例合计不低于

基金资产净值的5％，以符合基金资产流动性的要求。 在以上战略性资产

配置的基础上，本基金通过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相结合、定性分析和定量

分析相补充的方法，在债券、股票和现金等资产类之间进行相对稳定的动

态配置。

业绩比较基准 中国债券总指数收益率×90%�+�沪深300指数收益率×10%。

风险收益特征

本基金属于证券市场中的中低风险品种，预期收益和风险高于货币市场

基金、普通债券型基金，低于股票型基金。

基金管理人 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下属分级基金的基

金简称

博时信用债券A/B 博时信用债券C 博时信用债券R

下属分级基金的交

易代码

050011（前端）、051011（后

端）

050111 960027

报告期末下属分级

基金的份额总额

398,376,108.96份 172,591,816.25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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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1日-2019年6月30日)

博时信用债券A/B 博时信用债券C 博时信用债券R

1.本期已实现收益 -20,804,331.04 -8,900,543.76 -

2.本期利润 -1,732,914.65 2,299,558.18 -

3.加权平均基金份额

本期利润

-0.0039 0.0133 -

4.期末基金资产净值 994,819,655.86 421,285,297.49 -

5.期末基金份额净值 2.497 2.44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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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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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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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博时信用债券A/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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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93% 0.93% 0.29% 0.14% 0.64% 0.79%

2．博时信用债券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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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87% 0.93% 0.29% 0.14% 0.58% 0.79%

3．博时信用债券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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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2自基金合同生效以来基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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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博时信用债券A/B：

2．博时信用债券C：

3．博时信用债券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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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

钧

公司董

事总经

理/固定

收益总

部指数

与创新

组负责

人/基金

经理

2009

-06

-10

- 18.0

过钧先生，硕士。 1995年起先后在上海工艺品进出口公司、德国德

累斯顿银行上海分行、美国Lowes食品有限公司、美国通用电气

公司、华夏基金固定收益部工作。 2005年加入博时基金管理有限

公司。历任博时稳定价值债券投资基金(2005年8月24日-2010年8

月4日)基金经理、固定收益部副总经理、博时转债增强债券型证券

投资基金(2010年11月24日-2013年9月25日)、博时亚洲票息收益

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2013年2月1日-2014年4月2日)、博时裕祥

分级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2014年1月8日-2014年6月10日)、博时

双债增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2013年9月13日-2015年7月16

日)、博时新财富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2015年6月24日-2016年7

月4日)、博时新机遇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2016年3月29日-2018

年2月6日)、博时新策略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2016年8月

1日-2018年2月6日)、博时稳健回报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LOF）

(2014年6月10日-2018年4月23日)、 博时双债增强债券型证券投

资基金(2016年10月24日-2018年5月5日)、博时鑫润灵活配置混

合型证券投资基金(2017年2月10日-2018年5月21日)、博时鑫和

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2017年12月13日-2018年6月16

日)、 博时鑫惠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2017年1月10日

-2018年7月30日)的基金经理、固定收益总部公募基金组负责人、

博时新价值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2016年3月29日-2019

年4月30日)基金经理。 现任公司董事总经理兼固定收益总部指数

与创新组负责人、 博时信用债券投资基金 (2009年6月10日—至

今)、博时新收益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2016年2月29日—

至今)、博时鑫源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2016年9月6日—

至今)、博时乐臻定期开放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2016年9月29日—

至今)、博时新起点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2016年10月17

日—至今)、博时鑫瑞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2017年2月10

日—至今)、博时中债3-5年进出口行债券指数证券投资基金(2018

年12月25日—至今)、博时转债增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2019年1

月28日—至今)的基金经理。

注：上述任职日期、离任日期根据本基金管理人对外披露的任免日期填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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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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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其各项实施细则、本

基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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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信于市场、取信于社会的原则管

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为基金持有人谋求最大利益。 本报告期内，由于证券市场波动等原因，本基金曾出现

个别投资监控指标超标的情况，基金管理人在规定期限内进行了调整，对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未造成损

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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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基金管理人严格执行了《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公平交易制度指导意见》和公司制定的

公平交易相关制度。

4.3.2异常交易行为的专项说明

报告期内未发现本基金存在异常交易行为。

4.4报告期内基金投资策略和运作分析

随着贸易战愈演愈烈，对全球经济的负面影响也日益显现。 尽管本季度美联储未下调基准利率，但态

度也明显转向鸽派。 期间许多主要经济体迈出实质性步伐开始降息，而欧盟和日本也再次释放宽松信号。

面对民粹主义浪潮，各国央行努力维持自身独立性的难度加大，不可避免受到政治化影响。 本季度大量主

权债券跌入负利率，全球负利率债券市值接近13万亿美元。 但负利率也意味着央行无太多利率下调空间，

QE可能会重新启动。 中美贸易战的本质是科技战，科技发展停滞带来的焦虑是决定性因素。 相互竞争是

良性的，但解决方案不能是代价高昂的零和博弈和丛林法则。 我国加强科研投入无可非议，如果某些国家

和政客想搞所谓封锁，主观臆断知识产权盗窃，可能他们真的已经进步到了可以BACK� TO� THE�

FUTURE的文明程度。

二季度我国经济数据下降幅度大于预期，利率债收益率也随着贸易战升级、流动性充裕以及5月份央

行定向降准等利好呈现先上后下的走势，波动性逐步下降。 外围经济体重启宽松，中美利差重新扩大到历

史高点，两年来两国货币政策分化带来的人民币贬值压力有望减轻，有利于债券收益率企稳。 与此同时，

地方债和专项债发行额度增加、投资端发力明显、CPI上行也是制约利率债下行空间的主要因素。 即使处

于贸易战的中心，中国依旧保持战略定力，中国央行也比其它国家有更多的政策工具空间。 因此，我们预

期市场波动性会维持低位，直到市场基本面出现新的变量。 但下半年债市的机会可能会大于上半年。 本

基金本季度减持部分利率债置换到其它资产类别，组合久期下降到中性。

本年某些风险事件引发的存单市场波动是信用市场又一个里程碑事件，信用债市场的四大信仰又一

个被打破，城投债成为唯一金身不破的信用品种。 此次事件引发的信用分层进一步影响了低等级信用债

品种，打击了本来就受到上半年违约事件和金额同比上升负面影响的市场，而且使得交易对手方风险也受

到市场极大关注。 今年市场机构弃利率重信用并加杠杆的策略使得信用债市场的拥挤度提高，容易受到

市场负面情绪的冲击，流动性风险加剧。 为此，监管启动违约债券二级交易机制建设以及回购质押券的质

押率管理，有利于参与主体多元化，提高市场流动性。 也是我们一直以来期盼的市场建设措施之一。 需要

强调的一点就是，下沉资质加杠杆策略，需要谨慎，风险收益永远是对等的。 本季度我们无信用债持仓。

伴随2季度股市的调整，转债市场也呈现冲高回落的走势。 正如我们一季报所提，随着1季度股市的大

涨，部分品种已经偏贵，未来市场可能分化，在二季度得以兑现。 转债是一个好赛道，其在低位发行和高位

转股，天然的帮投资者回避了市场波动和调整的风险，加上部分品种可质押，使得转债是一个对投资者最

友好的品种。 这个在我们以前的季报提过多次。 低风险偏好的持有人在市场调整时候也给有准备的投资

者创造了良好的买入机会。 我们对资本市场不悲观，尤其是许多低估正股品种，但正股行业和个股，而非

转债自身指标，是我们选择标的的考虑因素。 本季度我们利用市场下跌进一步增加了整体转债的投资比

例，对持有品种结构进行了调整。

本季度继MSCI之后又一国际主流指数富时罗素将A股纳入其指数，预计将为A股市场带来千亿以上

增量资金，有利于A股市场的国际化和机构投资者比例的提高。 今年以来龙头股强势启动，可能意味着市

场风格已经发生进一步的转变。 这次中美贸易战，对于中国证券市场绝对是利好。 继下调增值税后，国家

还可以提高国债余额，提高赤字或成为扩大总需求的可持续性手段。 至于不少人担心的国债上限问题，相

比23万亿美元的美国国债余额和中国15万亿人民币国债余额，哪个具有更大的增长潜力？ 更别提统计上

被低估的中国GDP数据。 科创板的开启，有利于补齐中国资本市场的短板，绝对具有战略性意义。 尽管下

半年贸易战前景不确定，经济数据有一定的下行压力，但龙头股依旧低廉的估值，已充分反映了利空因素，

我们需要寻找的是行业和个股向上的变量，一季度那样整体上涨的行情不太可能再现。 本基金继续维持

权益的高仓位，并对组合持仓进行了微调。

综上所述，展望3季度，随着物价冲击的过去，制约债券市场行情的主要体现在贸易战前景上。 我们预

期贸易战对经济的冲击影响将逐步减小，在稳增长措施下，货币政策将保持鸽派，利率债和高等级信用债

的机会好于上半年。 中低等级信用债可能还要继续忍受信用分层的冲击。 经过上半年大起大落的权益市

场有望稳定，部分低估的行业和个股将有结构性机会，外资进入和科创板的开市有望带来新的资金流入和

投资风格。 与此类似，转债市场也会呈现分化格局，择券可能将比择时带来更好的回报。

4.5�报告期内基金的业绩表现

截至2019年6月30日,本基金A/B类基金份额净值为2.497元,份额累计净值为2.612元,本基金C类基

金份额净值为2.441元,份额累计净值为2.538元。 报告期内，本基金A/B基金份额净值增长率为0.93%,本

基金C基金份额净值增长率为0.87%，同期业绩基准增长率0.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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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1,938,019.30 17.36

其中：股票 281,938,019.30 17.36

2 基金投资 - -

3 固定收益投资 1,316,771,384.76 81.09

其中：债券 1,316,771,384.76 8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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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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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431,388.31 0.89

8 其他各项资产 10,768,850.20 0.66

9 合计 1,623,909,642.57 100.00

5.2报告期末按行业分类的股票投资组合

代码 行业类别 公允价值（元）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

（％）

A 农、林、牧、渔业 - -

B 采矿业 14,200.00 0.00

C 制造业 108,285,124.30 7.65

D

电力、热力、燃气及

水生产和供应业

- -

E 建筑业 - -

F 批发和零售业 - -

G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

政业

- -

H 住宿和餐饮业 - -

I

信息传输、软件和信

息技术服务业

- -

J 金融业 173,638,695.00 12.26

K 房地产业 - -

L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 -

M

科学研究和技术服

务业

- -

N

水利、环境和公共设

施管理业

- -

O

居民服务、修理和其

他服务业

- -

P 教育 - -

Q 卫生和社会工作 - -

R 文化、体育和娱乐业 - -

S 综合 - -

合计 281,938,019.30 1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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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序号 股票代码 股票名称 数量(股) 公允价值(元)

占基金资产净

值比例(％)

1 601601 中国太保 2,000,000 73,020,000.00 5.16

2 601318 中国平安 816,000 72,305,760.00 5.11

3 600104 上汽集团 2,587,974 65,993,337.00 4.66

4 601336 新华保险 514,500 28,312,935.00 2.00

5 603806 福斯特 575,110 21,123,790.30 1.49

6 600438 通威股份 1,100,000 15,466,000.00 1.09

7 300463 迈克生物 226,900 5,701,997.00 0.40

8 600968 海油发展 4,000 14,200.00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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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3,915,786.80 8.75

2 央行票据 - -

3 金融债券 192,920,000.00 13.62

其中：政策性金融债 192,920,000.00 13.62

4 企业债券 - -

5 企业短期融资券 - -

6 中期票据 - -

7 可转债（可交换债） 999,935,597.96 70.61

8 同业存单 - -

9 其他 - -

10 合计 1,316,771,384.76 92.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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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0205 16国开05 2,000,000 192,920,000.00 13.62

2 127010 平银转债 1,160,020 138,169,982.20 9.76

3 128024 宁行转债 958,554 128,350,380.60 9.06

4 113011 光大转债 1,170,000 126,828,000.00 8.96

5 110054 通威转债 1,000,000 122,810,000.00 8.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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仓国债期货。

5.11投资组合报告附注

5.11.1本报告期内，本基金投资的前十名证券的发行主体，除光大转债（113011）的发行主体中国光大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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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2月2日，因存在未依法履行客户身份识别义务等情况，中国人民银行营业管理部对中国光大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行处以罚款的行政处罚。

对该证券投资决策程序的说明：根据我司的基金投资管理相关制度，以相应的研究报告为基础，结合

其未来增长前景，由基金经理决定具体投资行为。

5.11.2基金投资的前十名股票中，没有投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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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185.86

2 应收证券清算款 1,858,065.96

3 应收股利 -

4 应收利息 6,419,414.25

5 应收申购款 2,381,184.13

6 其他应收款 -

7 待摊费用 -

8 其他 -

9 合计 10,768,850.20

5.11.4报告期末持有的处于转股期的可转换债券明细

序号 债券代码 债券名称 公允价值(元)

占基金资产净

值比例(%)

1 128024 宁行转债 128,350,380.60 9.06

2 113011 光大转债 126,828,000.00 8.96

3 113015 隆基转债 114,926,400.60 8.12

4 113013 国君转债 113,240,000.00 8.00

5 110043 无锡转债 62,988,022.00 4.45

6 113020 桐昆转债 59,410,000.00 4.20

7 128029 太阳转债 42,223,028.38 2.98

8 128022 众信转债 36,483,278.72 2.58

9 132005 15国资EB 9,076,000.00 0.64

10 128019 久立转2 5,110,300.80 0.36

11 110040 生益转债 54,542.30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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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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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 博时信用债券A/B 博时信用债券C 博时信用债券R

本报告期期初基金份额总额 428,277,293.09 174,571,599.77 -

报告期基金总申购份额 102,228,678.78 94,208,655.92 -

减：报告期基金总赎回份额 132,129,862.91 96,188,439.44 -

报告期基金拆分变动份额 - - -

本报告期期末基金份额总额 398,376,108.96 172,591,816.2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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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金管理人未持有本基金份额。

7.2�基金管理人运用固有资金投资本基金交易明细

报告期内基金管理人未发生运用固有资金申购、赎回或者买卖本基金的情况。

§8影响投资者决策的其他重要信息

8.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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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

8.2�影响投资者决策的其他重要信息

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是中国内地首批成立的五家基金管理公司之一。“为国民创造财富” 是博时

的使命。 博时的投资理念是“做投资价值的发现者” 。 截至2019年6月30日，博时基金公司共管理185只开

放式基金，并受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委托管理部分社保基金，以及多个企业年金账户，管理资产总规

模逾9345亿元人民币，剔除货币基金与短期理财债券基金后，博时基金公募资产管理总规模逾2699亿元人

民币，累计分红逾980亿元人民币，是目前我国资产管理规模最大的基金公司之一。

1、 基金业绩

根据银河证券基金研究中心统计，截至2019年2季末：

博时旗下权益类基金业绩亮眼，54只产品（各类份额分开计算，不含QDII，下同）今年来净值增长率银

河同类排名在前1/2，31只银河同类排名在前1/4，15只银河同类排名在前1/10，15只银河同类排名在前10。

其中，博时回报灵活配置混合、博时乐臻定期开放混合、博时医疗保健行业混合今年来净值增长率分别在

145只、61只、14只同类产品中排名第1；博时量化平衡混合、博时弘泰定期开放混合、博时上证50ETF联接

(A类)、博时上证50ETF联接(C类)、博时荣享回报灵活配置定期开放混合(C类)�今年来净值增长率分别在

102只、61只、46只、34只、15只同类产品中排名第3；博时特许价值混合(A类)今年来净值增长率在414只同

类产品中排名第20；博时鑫源灵活配置混合(C类)、博时鑫源灵活配置混合(A类)、博时上证50ETF、博时新

起点灵活配置混合(A类)、博时颐泰混合(C类)、博时睿利事件驱动灵活配置混合(LOF)等基金今年来净值增

长率排名在银河同类前1/10；博时颐泰混合(A类)、博时新兴消费主题混合、博时鑫瑞灵活配置混合(C类)、

博时新起点灵活配置混合(C类)、博时鑫泽灵活配置混合(C类)、博时文体娱乐主题混合、博时新兴成长混合、

博时鑫瑞灵活配置混合(A类)、博时荣享回报灵活配置定期开放混合(A类)、博时创新驱动灵活配置混合(C

类)、博时鑫泽灵活配置混合(A类)、博时裕益灵活配置混合、博时沪港深优质企业灵活配置混合(A类)、博时

沪港深优质企业灵活配置混合(C类)�等基金今年来净值增长率排名在银河同类前1/4。

博时固定收益类基金业绩表现稳健，58只产品（各类份额分开计算，不含QDII，下同）今年来净值增长

率银河同类排名前1/2，29只银河同类排名在前1/4，16只银河同类排名在前1/10，10只银河同类排名在前

10。 债券型基金中，博时转债增强债券(A类)、博时转债增强债券(C类)今年来净值增长率分别在28只、15只

同类产品中排名第1，且分别在全市场参与业绩排名的1928只债券基金中排名第3、第4；博时安盈债券(A

类)、博时安盈债券(C类)�今年来净值增长率分别在同类产品中排第2、第3；博时安弘一年定期开放债券(A

类)、博时安康18个月定期开放债券(LOF)、博时安心收益定期开放债券(A类)� 、博时岁岁增利一年定期开放

债券、博时月月薪定期支付债券今年来净值增长率分别在239只同类产品中排名第3、第7、第14、第18、第

23；博时裕泰纯债债券、博时裕顺纯债债券、博时富瑞纯债债券、博时富祥纯债债券、博时裕腾纯债债券今

年来净值增长率分别在352只同类产品中排名第6、第11、第12、第26、第28；博时安弘一年定期开放债券(C

类)�今年来净值增长率在58只同类产品中排名第3；博时信用债券(A/B类)、博时信用债券(C类)�今年来净

值增长率在228只、163只同类产品中均排名第11；博时富兴纯债3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发起式、博时裕瑞纯债

债券、博时裕创纯债债券、博时双月薪定期支付债券、博时安心收益定期开放债券(C类)、博时裕盛纯债债

券、博时裕恒纯债债券、博时裕盈纯债3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发起式、博时裕安纯债债券、博时安丰18个月定

期开放债券(A类-LOF)等基金今年来净值增长率排名在银河同类前1/4。 货币型基金中，博时合惠货币(B

类)今年来净值增长率在296只同类产品中排名第8，博时合惠货币(A类)、博时现金宝货币(B类)、博时现金

宝货币(A类)�等基金今年来净值增长率排名在银河同类前1/4。

商品型基金当中，博时黄金ETF今年来净值增长率同类排名第3。

QDII基金方面，博时标普500ETF今年来净值增长率同类排名第2、博时亚洲票息收益债券、博时亚洲

票息收益债券(美元)�今年来净值增长率均在同类排名第7。

2、 其他大事件

2019年6月20日，由中国基金报独家主办的第六届中国基金业“英华奖” 评选隆重揭晓，博时基金在此

次英华奖中揽获6项最佳基金经理大奖。 其中，博时基金蔡滨拿下“三年期股票投资最佳基金经理” ；陈凯

杨荣膺“五年期纯债投资最佳基金经理” ；何凯则一举揽获“三年期海外固收投资最佳基金经理”和“五年

期海外固收投资最佳基金经理” 两项桂冠；过钧则再度获得“三年期二级债投资最佳基金经理”和“五年

期二级债投资最佳基金经理”称号。

2019年4月25日，由上海证券报主办的第十六届“金基金”奖的评选结果如期揭晓，博时基金在评选中

一举夺得最具份量的公司奖项“2018年度金基金·TOP公司奖” ，博时主题行业（160505）继去年获得“三

年期金基金分红奖” 后拿下“2018年度金基金·十年期偏股混合型基金奖” ，同时，博时裕瑞纯债债券

（001578）获得“2018年度金基金·一年期债券基金奖” 。

2019年4月14日，第十六届中国基金业金牛奖评选结果揭晓，博时基金旗下绩优产品博时主题行业混

合(LOF)（160505）荣获“五年期开放式混合型持续优胜金牛基金”奖；博时信用债纯债债券（050027）荣

获“三年期开放式债券型持续优胜金牛基金”奖。

§9备查文件目录

9.1备查文件目录

9.1.1�中国证监会批准博时信用债券投资基金设立的文件

9.1.2《博时信用债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

9.1.3《博时信用债券投资基金托管协议》

9.1.4�基金管理人业务资格批件、营业执照和公司章程

9.1.5�博时信用债券投资基金各年度审计报告正本

9.1.6�报告期内博时信用债券投资基金在指定报刊上各项公告的原稿

9.2存放地点

基金管理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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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资者对本报告书如有疑问，可咨询本基金管理人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博时一线通：95105568（免长途话费）

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一九年七月十八日

博时信用债券投资基金

2019年6月30日

基金管理人：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报告送出日期：二〇一九年七月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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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金托管人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根据本基金合同规定，于2019年7月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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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1日起至6月30日止。

§2� �基金产品概况

基金简称 博时兴荣货币

基金主代码 004282

交易代码 004282

基金运作方式 契约型开放式

基金合同生效日 2017年2月24日

报告期末基金份额总额 4,640,412,555.38份

投资目标

在控制投资组合风险，保持相对流动性的前提下，力争实现超越业

绩比较基准的投资回报。

投资策略

本基金将采用积极管理型的投资策略，在控制利率风险、尽量降低

基金资产净值波动风险并满足流动性的前提下，提高基金收益。

业绩比较基准 活期存款利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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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预期

风险和预期收益率均低于股票型基金、混合型基金和债券型基金。

基金管理人 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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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4月1日-2019年6月30日）

1.本期已实现收益 61,489,586.05

2.本期利润 61,489,586.05

3.期末基金资产净值 4,640,412,555.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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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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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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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6418% 0.0007% 0.0885% 0.0000% 0.5533% 0.0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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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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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鲁邦

旺

基金

经理

2018

-03

-19

- 9.5

鲁邦旺先生，硕士。 2008年至2016年在平安保险集团公司工作，

历任资金经理、固定收益投资经理。2016年加入博时基金管理有

限公司。历任博时裕丰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2016年12月15

日-2017年10月17日)、博时裕和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2016

年12月15日-2017年10月19日)、博时裕盈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

基金(2016年12月15日-2017年10月25日)、博时裕嘉纯债债券

型证券投资基金(2016年12月15日-2017年11月15日)、博时裕

坤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2016年12月15日-2018年2月7日)、

博时裕晟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2016年12月15日-2018年8

月10日)、 博时安慧18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2017

年12月29日-2018年9月6日)、博时裕康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

金(2016年12月15日-2019年3月11日)、博时裕恒纯债债券型证

券投资基金(2016年12月15日-2019年3月11日)、博时裕达纯债

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2016年12月15日-2019年3月11日)、博时

裕泰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2016年12月15日-2019年3月11

日)、博时裕瑞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2016年12月15日-2019

年3月11日)、博时裕荣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2016年12月15

日-2019年3月11日)、博时裕丰纯债3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

式证券投资基金(2017年10月18日-2019年3月11日)、博时裕盈

纯债3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2017年10月26

日-2019年3月11日)、博时裕嘉纯债3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

式证券投资基金(2017年11月16日-2019年3月11日)、博时裕坤

纯债3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2018年2月8日

-2019年3月11日) 的基金经理。 现任博时岁岁增利一年定期开

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2016年12月15日—至今)、博时保证金

实时交易型货币市场基金(2017年4月26日—至今)、博时天天增

利货币市场基金(2017年4月26日—至今)、博时兴荣货币市场基

金(2018年3月19日—至今)、博时富业纯债3个月定期开放债券

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2018年7月2日—至今)、博时合鑫货币

市场基金(2019年2月25日—至今)、博时外服货币市场基金(2019

年2月25日—至今)、博时合晶货币市场基金(2019年2月25日—

至今)、博时兴盛货币市场基金(2019年2月25日—至今)、博时合

利货币市场基金(2019年2月25日—至今)的基金经理。

注：上述任职日期、离任日期根据本基金管理人对外披露的任免日期填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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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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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其各项实施细则、本

基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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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信于市场、取信于社会的原则管

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为基金持有人谋求最大利益。 本报告期内，由于证券市场波动等原因，本基金曾出现

个别投资监控指标超标的情况，基金管理人在规定期限内进行了调整，对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未造成损

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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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基金管理人严格执行了《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公平交易制度指导意见》和公司制定的

公平交易相关制度。

4.3.2异常交易行为的专项说明

报告期内未发现本基金存在异常交易行为。

4.4报告期内基金投资策略和运作分析

二季度期间经济基本面整体保持稳定，但下行压力进一步凸显。 从经济数据来看，5月份工业增加值

从一季度末8.5%回落至5.0%；代表投资总需求的固定资产投资累计增速从4月份6.1%下行至5.6%，其中房

地产投资、基建投资和制造业投资等分项均出现不同程度回落；出口累计增速受中美贸易摩擦影响由一季

度末1.3%大幅下降至5月份的0.4%。 金融数据大体平稳，M2增速4月和5月均为8.5%，较3月8.6%仅小幅下

移；5月新增社融规模1.39万亿较4月略有增长。 金融数据和经济数据表现差异反映宽信用政策效力并未有

效传导至实体经济，总需求疲弱依然在拖累经济。

二季度期间货币政策基调微观感受先紧后松。 4月份延续2月末以来的略偏紧态势，货币市场利率中

枢小幅上行。 5月初中美贸易摩擦升级，下旬某些风险事件突发，出于平抑流动性风险和中小银行同业负

债压力，货币政策基调边际调整至宽松。 央行通过公开市场逆回购和增量续作MLF等手段向市场注入流

动性，货币市场利率中枢快速下降，至6月下旬银行机构隔夜回购DR001利率跌破1%，一度降至近10年来

的最低位置。 二季度期间银行间质押式回购R001和R007利率平均值分别为2.09%、2.63%，较一季度平均

值2.22%、2.65%回落13bp和2bp。 流动性持续宽松带来存款、存单等货币市场工具利率下移，截止6月末股

份制银行3M、6M同业存单发行利率为2.50%、2.60%，较一季度末下行10-15bp。

展望2019年三季度，内需和外需疲弱格局难以改变，基本面潜在回落压力继续增大。 宽信用、稳增长

需要宽松流动性环境的配合，但在金融防风险仍然是政策主要立足点的前提下，定向降准、MLF、TMLF等

结构性放松政策大概率将取代“大水漫灌” ，货币市场利率中枢下移但难以突破2009年宽松周期的水平，

整体呈现“上有顶下有底”的小幅波动走势。

本基金预判货币市场利率走势，结合组合负债波动规律分析，适度调整资产到期现金流分布和大类资

产比例。 抓住季内货币市场利率高点积极拉长组合平均剩余期限，大力配置同业存单、存款等资产。 利用

季末融资成本低的优势保持适当杠杆操作，在保证流动性充足的同时较好地提升了组合收益。

4.5�报告期内基金的业绩表现

报告期内，本基金基金份额净值收益率为0.6418%，同期业绩基准收益率0.08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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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固定收益投资 3,110,584,456.63 59.18

其中：债券 3,110,584,456.63 59.18

资产支持证券 - -

2 基金投资 - -

3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1,027,242,700.87 19.54

其中：买断式回购的买入返售金融资

产

- -

4 银行存款和结算备付金合计 1,103,542,830.81 20.99

5 其他各项资产 14,911,831.37 0.28

6 合计 5,256,281,819.68 100.00

5.2�报告期债券回购融资情况

序号 项目 占基金资产净值的比例（％）

1

报告期内债券回购融资余额 1.91

其中：买断式回购融资 -

序号 项目 金额

占基金资产净值的比例

（％）

2

报告期末债券回购融资余额 613,298,900.05 13.22

其中：买断式回购融资 - -

注：报告期内债券回购融资余额占基金资产净值的比例为报告期内每个交易日融资余额占资产净值

比例的简单平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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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

报告期内投资组合平均剩余期限最高值 78

报告期内投资组合平均剩余期限最低值 30

报告期内投资组合平均剩余期限超过120天情况说明

本基金本报告期未出现平均剩余期限超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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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93 13.22

其中：剩余存续期超过397天的浮动利率债 - -

2 30天（含）—60天 30.84 -

其中：剩余存续期超过397天的浮动利率债 - -

3 60天（含）—90天 33.60 -

其中：剩余存续期超过397天的浮动利率债 - -

4 90天（含）—120天 - -

其中：剩余存续期超过397天的浮动利率债 - -

5 120天（含）—397天（含） 10.59 -

其中：剩余存续期超过397天的浮动利率债 - -

合计 112.95 13.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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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基金本报告期内未出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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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摊余成本(元)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

1 国家债券 195,082,499.19 4.20

2 央行票据 - -

3 金融债券 260,328,099.92 5.61

其中：政策性金融债 260,328,099.92 5.61

4 企业债券 - -

5 企业短期融资券 - -

6 中期票据 - -

7 同业存单 2,655,173,857.52 57.22

8 其他 - -

9 合计 3,110,584,456.63 67.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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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809431 18浦发银行CD431 3,000,000 299,973,033.65 6.46

2 180312 18进出12 2,600,000 260,328,099.92 5.61

3 111813117 18浙商银行CD117 2,000,000 199,703,525.61 4.30

4 111813150 18浙商银行CD150 2,000,000 199,374,677.35 4.30

5 180018 18附息国债18 1,650,000 165,093,918.21 3.56

6 111809347 18浦发银行CD347 1,500,000 149,663,452.63 3.23

7 111809232 18浦发银行CD232 1,500,000 149,506,465.00 3.22

8 111810513 18兴业银行CD513 1,000,000 99,767,627.01 2.15

9 111809230 18浦发银行CD230 1,000,000 99,747,496.54 2.15

10 111817182 18光大银行CD182 1,000,000 99,702,295.96 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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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943%

报告期内偏离度的最低值 0.0007%

报告期内每个工作日偏离度的绝对值的简单平均

值

0.0279%

注：上表中“偏离情况”根据报告期内各工作日数据计算。

报告期内负偏离度的绝对值达到0.25%情况说明

本报告期内本货币市场基金负偏离度的绝对值未超过0.25%。

报告期内正偏离度的绝对值达到0.5%情况说明

本报告期内本货币市场基金正偏离度的绝对值未超过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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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计价对象以买入成本列示，按照票面利率或协议利率并考虑其买

入时的溢价与折价，在剩余存续期内按实际利率法进行摊销，每日计提损益。 本基金采用固定份额净值，

基金账面份额净值始终保持1.00元。

5.9.2本报告期内，本基金投资的前十名证券中除18光大银行CD182（111817182）的发行主体光大银

行以及18浦发银行CD431（111809431）、18浦发银行CD232（111809232）、18浦发银行CD230

（111809230）、18浦发银行CD347（111809347）的发行主体浦发银行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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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2月2日，因存在未依法履行客户身份识别义务等情况，中国人民银行营业管理部对中国光大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行处以罚款的行政处罚。

2018年8月1日，因存在未按照规定履行客户身份识别义务等违规行为，中国人民银行对上海浦东发展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处以罚款的行政处罚。

对该证券投资决策程序的说明：

根据我司的基金投资管理相关制度，以相应的研究报告为基础，结合其未来增长前景，由基金经理决

定具体投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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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411,404.77

4 应收申购款 500,426.60

5 其他应收款 -

6 待摊费用 -

7 其他 -

8 合计 14,911,831.37

5.9.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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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期初基金份额总额 5,739,338,778.50

报告期基金总申购份额 16,592,191,571.34

报告期基金总赎回份额 17,691,117,794.46

报告期基金拆分变动份额 -

报告期期末基金份额总额 4,640,412,555.38

§7� �基金管理人运用固有资金投资本基金交易明细

报告期内基金管理人未发生运用固有资金申购、赎回或者买卖本基金的情况。

§8�影响投资者决策的其他重要信息

8.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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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序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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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04-01~201

9-04-03;

2019-06-17~201

9-06-18;

2019-06-20~201

9-06-23;

2019-06-25~201

9-06-25;

2019-06-28~201

9-06-30

1,711,337,

125.42

511,354,

766.61

1,289,000,

000.00

933,691,

892.03

20.12

%

2

2019-06-27~201

9-06-30

1,003,154,

742.34

6,436,

898.68

-

1,009,591,

641.02

21.76%

产品特有风险

本报告期内，本基金出现单一份额持有人持有基金份额占比超过20%的情况，当该基金份额持有人选择大比

例赎回时，可能引发巨额赎回。若发生巨额赎回而本基金没有足够现金时，存在一定的流动性风险；为应对巨

额赎回而进行投资标的变现时，可能存在仓位调整困难，甚至对基金份额净值造成不利影响。 基金经理会对

可能出现的巨额赎回情况进行充分准备并做好流动性管理，但当基金出现巨额赎回并被全部确认时，申请赎

回的基金份额持有人有可能面临赎回款项被延缓支付的风险， 未赎回的基金份额持有人有可能承担短期内

基金资产变现冲击成本对基金份额净值产生的不利影响。

本基金出现单一份额持有人持有基金份额占比超过20%的情况，根据基金合同相关约定，该份额持有人

可以独立向基金管理人申请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并有权自行召集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该基金份额持

有人可以根据自身需要独立提出持有人大会议案并就相关事项进行表决。 基金管理人会对该议案的合理性

进行评估，充分向所有基金份额持有人揭示议案的相关风险。

在极端情况下，当持有基金份额占比较高的基金份额持有人大量赎回本基金时，可能导致在其赎回后本

基金资产规模连续六十个工作日低于5000万元，基金还可能面临转换运作方式、与其他基金合并或者终止

基金合同等情形。

此外， 当单一基金份额持有人所持有的基金份额已经达到或超过本基金规模的50%或者接受某笔或者

某些申购或转换转入申请有可能导致单一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的比例达到或者超过50%时， 本基金管理人

可拒绝该持有人对本基金基金份额提出的申购及转换转入申请。

注：申购份额包含红利再投资份额。

8.2�影响投资者决策的其他重要信息

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是中国内地首批成立的五家基金管理公司之一。 “为国民创造财富” 是博时的使命。

博时的投资理念是“做投资价值的发现者” 。 截至2019年6月30日，博时基金公司共管理185只开放式基金，并受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委托管理部分社保基金，以及多个企业年金账户，管理资产总规模逾9345亿元人民币，

剔除货币基金与短期理财债券基金后，博时基金公募资产管理总规模逾2699亿元人民币，累计分红逾980亿元人

民币，是目前我国资产管理规模最大的基金公司之一。

1、 基金业绩

根据银河证券基金研究中心统计，截至2019年2季末：

博时旗下权益类基金业绩亮眼，54只产品（各类份额分开计算，不含QDII，下同）今年来净值增长率银河同类

排名在前1/2，31只银河同类排名在前1/4，15只银河同类排名在前1/10，15只银河同类排名在前10。 其中，博时回

报灵活配置混合、博时乐臻定期开放混合、博时医疗保健行业混合今年来净值增长率分别在145只、61只、14只同

类产品中排名第1；博时量化平衡混合、博时弘泰定期开放混合、博时上证50ETF联接(A类)、博时上证50ETF联接

(C类)、博时荣享回报灵活配置定期开放混合(C类)�今年来净值增长率分别在102只、61只、46只、34只、15只同类产

品中排名第3；博时特许价值混合(A类)今年来净值增长率在414只同类产品中排名第20；博时鑫源灵活配置混合(C

类)、博时鑫源灵活配置混合(A类)、博时上证50ETF、博时新起点灵活配置混合(A类)、博时颐泰混合(C类)、博时睿

利事件驱动灵活配置混合(LOF)等基金今年来净值增长率排名在银河同类前1/10；博时颐泰混合(A类)、博时新兴

消费主题混合、博时鑫瑞灵活配置混合(C类)、博时新起点灵活配置混合(C类)、博时鑫泽灵活配置混合(C类)、博时

文体娱乐主题混合、博时新兴成长混合、博时鑫瑞灵活配置混合(A类)、博时荣享回报灵活配置定期开放混合(A

类)、博时创新驱动灵活配置混合(C类)、博时鑫泽灵活配置混合(A类)、博时裕益灵活配置混合、博时沪港深优质企

业灵活配置混合(A类)、博时沪港深优质企业灵活配置混合(C类)�等基金今年来净值增长率排名在银河同类前

1/4。

博时固定收益类基金业绩表现稳健，58只产品（各类份额分开计算，不含QDII，下同）今年来净值增长率银河

同类排名前1/2，29只银河同类排名在前1/4，16只银河同类排名在前1/10，10只银河同类排名在前10。 债券型基

金中，博时转债增强债券(A类)、博时转债增强债券(C类)今年来净值增长率分别在28只、15只同类产品中排名第1，

且分别在全市场参与业绩排名的1928只债券基金中排名第3、第4；博时安盈债券(A类)、博时安盈债券(C类)�今年

来净值增长率分别在同类产品中排第2、第3；博时安弘一年定期开放债券(A类)、博时安康18个月定期开放债券

(LOF)、博时安心收益定期开放债券(A类)� 、博时岁岁增利一年定期开放债券、博时月月薪定期支付债券今年来净

值增长率分别在239只同类产品中排名第3、第7、第14、第18、第23；博时裕泰纯债债券、博时裕顺纯债债券、博时富

瑞纯债债券、博时富祥纯债债券、博时裕腾纯债债券今年来净值增长率分别在352只同类产品中排名第6、第11、第

12、第26、第28；博时安弘一年定期开放债券(C类)�今年来净值增长率在58只同类产品中排名第3；博时信用债券

(A/B类)、博时信用债券(C类)�今年来净值增长率在228只、163只同类产品中均排名第11；博时富兴纯债3个月定期

开放债券发起式、博时裕瑞纯债债券、博时裕创纯债债券、博时双月薪定期支付债券、博时安心收益定期开放债券

(C类)、博时裕盛纯债债券、博时裕恒纯债债券、博时裕盈纯债3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发起式、博时裕安纯债债券、博时

安丰18个月定期开放债券(A类-LOF)等基金今年来净值增长率排名在银河同类前1/4。 货币型基金中，博时合惠

货币(B类)今年来净值增长率在296只同类产品中排名第8，博时合惠货币(A类)、博时现金宝货币(B类)、博时现金宝

货币(A类)�等基金今年来净值增长率排名在银河同类前1/4。

商品型基金当中，博时黄金ETF今年来净值增长率同类排名第3。

QDII基金方面，博时标普500ETF今年来净值增长率同类排名第2、博时亚洲票息收益债券、博时亚洲票息收

益债券(美元)�今年来净值增长率均在同类排名第7。

2、 其他大事件

2019年6月20日，由中国基金报独家主办的第六届中国基金业“英华奖” 评选隆重揭晓，博时基金在此次英华

奖中揽获6项最佳基金经理大奖。 其中，博时基金蔡滨拿下“三年期股票投资最佳基金经理” ；陈凯杨荣膺“五年

期纯债投资最佳基金经理” ；何凯则一举揽获“三年期海外固收投资最佳基金经理”和“五年期海外固收投资最佳

基金经理” 两项桂冠；过钧则再度获得“三年期二级债投资最佳基金经理”和“五年期二级债投资最佳基金经理”

称号。

2019年4月25日，由上海证券报主办的第十六届“金基金”奖的评选结果如期揭晓，博时基金在评选中一举夺

得最具份量的公司奖项“2018年度金基金·TOP公司奖” ，博时主题行业（160505）继去年获得“三年期金基金分

红奖” 后拿下“2018年度金基金·十年期偏股混合型基金奖” ，同时，博时裕瑞纯债债券（001578）获得“2018年度

金基金·一年期债券基金奖” 。

2019年4月14日，第十六届中国基金业金牛奖评选结果揭晓，博时基金旗下绩优产品博时主题行业混合(LOF)

（160505）荣获“五年期开放式混合型持续优胜金牛基金”奖；博时信用债纯债债券（050027）荣获“三年期开放

式债券型持续优胜金牛基金”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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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6�报告期内博时兴荣货币市场基金在指定报刊上各项公告的原稿

9.2存放地点

基金管理人、基金托管人处

9.3查阅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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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者对本报告书如有疑问，可咨询本基金管理人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博时一线通：95105568（免长途话费）

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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