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旗下全部基金季度报告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董事保证基金季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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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旗下：

博时价值增长证券投资基金

博时裕富沪深300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博时现金收益证券投资基金

博时精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博时主题行业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LOF)

博时平衡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博时价值增长贰号证券投资基金

博时第三产业成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博时新兴成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博时稳定价值债券投资基金

博时特许价值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博时信用债券投资基金

博时策略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上证超级大盘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博时上证超级大盘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

博时创业成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博时宏观回报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博时转债增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博时行业轮动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博时卓越品牌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LOF)

博时稳健回报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LOF)

博时回报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博时天颐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上证自然资源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博时上证自然资源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

博时医疗保健行业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博时信用债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博时安心收益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博时安盈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博时岁岁增利一年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博时内需增长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博时月月薪定期支付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博时裕益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博时安丰18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博时双月薪定期支付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博时裕隆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博时黄金交易型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

博时天天增利货币市场基金

博时现金宝货币市场基金

博时保证金实时交易型货币市场基金

博时产业新动力灵活配置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博时互联网主题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博时中证淘金大数据100指数型证券投资基金

博时沪港深优质企业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博时中证800证券保险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

博时国企改革主题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博时丝路主题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博时上证5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博时上证5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

博时中证银行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

博时外服货币市场基金

博时新起点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博时裕瑞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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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博时裕恒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博时裕荣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博时裕泰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博时新策略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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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博时裕坤纯债3个月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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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博时裕达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博时裕康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博时安誉18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博时裕乾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博时裕腾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博时外延增长主题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博时安泰18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博时新收益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博时裕安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博时安瑞18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博时裕新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博时裕发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博时安怡6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博时睿远定增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博时裕景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博时裕通纯债3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博时裕利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博时裕创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博时裕盛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博时景兴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博时中证银联智惠大数据100指数型证券投资基金

博时聚瑞纯债6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博时黄金交易型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

博时睿利定增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博时工业4.0主题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博时裕弘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博时裕顺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博时安仁一年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博时裕昂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博时聚盈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博时弘盈定期开放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博时景发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博时合利货币市场基金

博时富宁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博时睿益定增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博时鑫源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博时聚润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博时智臻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博时利发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博时裕泉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博时富发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博时悦楚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博时聚利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博时乐臻定期开放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博时安祺6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博时合鑫货币市场基金

博时鑫瑞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博时鑫泽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博时裕诚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博时沪港深成长企业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博时富益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博时臻选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博时丰达纯债6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博时富祥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博时安诚3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博时安弘一年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博时富鑫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博时富华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博时民丰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博时鑫润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博时弘泰定期开放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博时慧选纯债3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博时兴盛货币市场基金

博时裕鹏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博时鑫泰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博时鑫惠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博时合惠货币市场基金

博时民泽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博时富嘉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博时沪港深价值优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博时聚源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博时富元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博时广利纯债3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博时安康18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博时兴荣货币市场基金

博时汇享纯债债券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博时富瑞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博时华盈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博时富诚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博时汇智回报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博时逆向投资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博时量化平衡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博时文体娱乐主题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博时新兴消费主题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博时富腾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博时军工主题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博时合晶货币市场基金

博时战略新兴产业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博时丰庆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博时富和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博时中证500指数增强型证券投资基金

博时厚泽回报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博时创新驱动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博时富安纯债3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博时富乾纯债3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博时量化多策略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博时富兴纯债3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博时量化价值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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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博时颐泰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博时荣享回报灵活配置定期开放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博时中证央企结构调整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博时中证央企结构调整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

博时创业板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博时创业板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

博时中债1-3年政策性金融债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博时富永纯债3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博时中债3-5年进出口行债券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博时富融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博时汇悦回报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博时富源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博时中债5-10年农发行债券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博时颐泽稳健养老目标一年持有期混合型基金中基金（FOF）

博时中债1-3年国开行债券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博时优势企业3年封闭运作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LOF）

博时富丰纯债3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博时科创主题3年封闭运作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博时富淳纯债3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博时中债3-5国开行债券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博时中证50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博时季季享三个月持有期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博时大中华亚太精选股票证券投资基金

博时标普50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博时标普50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

博时抗通胀增强回报证券投资基金

博时亚洲票息收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的季度报告全文于2019年10月23日在本公司网站（http://www.bosera.com）和中国证监会基

金电子披露网站（http://eid.csrc.gov.cn/fund）披露，供投资者查阅。 如有疑问可拨打本公司客服电

话（95105568）咨询。

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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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

不保证最低收益。 请充分了解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审慎做出投资决定。

特此公告。

博时基金管理公司

2019年10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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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旗下基金

2019

年第

3

季度报告提示性公告

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董事会及董事保证旗下基金2019年第3季度报告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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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旗下191只基金的2019年第3季度报告全文于2019年10月23日在本公司网站 [www.

gffunds.com.cn]和中国证监会基金电子披露网站（http://eid.csrc.gov.cn/fund）披露，供投资者查

阅。 具体基金明细如下：

序号 基金名称 基金主代码

1 广发聚富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 270001

2 广发稳健增长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 270002

3 广发小盘成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LOF） 162703

4 广发货币市场基金 270004

5 广发聚丰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270005

6 广发策略优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270006

7 广发大盘成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270007

8 广发增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270009

9 广发核心精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270008

10 广发沪深30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 270010

11 广发聚瑞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270021

12 广发中证50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LOF) 162711

13 广发内需增长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270022

14 广发全球精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270023

15 广发行业领先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270025

16 广发中小板30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159907

17 广发中小板30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 270026

18 广发标普全球农业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270027

19 广发聚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LOF） 162712

20 广发制造业精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270028

21 广发聚财信用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270029

22 广发深证100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 162714

23 广发消费品精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270041

24 广发理财年年红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270043

25 广发纳斯达克100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270042

26 广发双债添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270044

27 广发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270048

28 广发理财30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270046

29 广发新经济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270050

30 广发中证50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510510

31 广发聚源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LOF) 162715

32 广发轮动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00117

33 广发聚鑫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000118

34 广发理财7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000037

35 广发美国房地产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000179

36 广发集利一年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000267

37 广发趋势优选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00215

38 广发聚优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00167

39 广发天天红发起式货币市场基金 000389

40 广发亚太中高收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000274

41 广发现金宝场内实时申赎货币市场基金 519858

42 广发全球医疗保健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000369

43 广发成长优选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00214

44 广发钱袋子货币市场基金 000509

45 广发天天利货币市场基金 000475

46 广发竞争优势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00529

47 广发新动力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00550

48 广发聚祥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00567

49 广发中证全指可选消费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159936

50 广发主题领先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00477

51 广发活期宝货币市场基金 000748

52 广发逆向策略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00747

53 广发中证百度百发策略100指数型证券投资基金 000826

54 广发中证全指医药卫生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159938

55 广发中证全指信息技术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159939

56 广发中证全指信息技术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发起式联接基金 000942

57 广发对冲套利定期开放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000992

58 广发中证养老产业指数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000968

59 广发中证全指金融地产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159940

60 广发聚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01115

61 广发纳斯达克生物科技指数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001092

62 广发聚宝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01189

63 广发中证全指可选消费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发起式联接基金 001133

64 广发中证全指医药卫生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发起式联接基金 001180

65 广发聚泰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01355

66 广发纳斯达克10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159941

67 广发中证全指能源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159945

68 广发中证全指原材料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159944

69 广发中证全指金融地产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发起式联接基金 001469

70 广发中证医疗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 502056

71 广发改革先锋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01468

72 广发沪深30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510360

73 广发百发大数据策略精选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01741

74 广发百发大数据策略成长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01734

75 广发聚盛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02025

76 广发多策略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01763

77 广发安宏回报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01761

78 广发鑫享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02132

79 广发新兴产业精选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02124

80 广发安享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02116

81 广发鑫裕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02134

82 广发集裕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002636

83 广发沪港深新机遇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001764

84 广发优企精选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2624

85 广发创新升级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02939

86 广发中证军工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512680

87 广发中证军工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发起式联接基金 003017

88 广发中债7-10年期国开行债券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003376

89 广发集丰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002711

90 广发沪港深新起点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002121

91 广发鑫源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02135

92 广发安悦回报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02120

93 广发鑫益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02133

94 广发集瑞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003037

95 广发添利交易型货币市场基金 511950

96 广发景丰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003223

97 广发景华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003819

98 广发安盈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02118

99 广发多因子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02943

100 广发汇平一年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003743

101 广发集富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003039

102 广发集源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002925

103 广发中证环保产业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512580

104 广发汇富一年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004021

105 广发景源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004027

106 广发道琼斯美国石油开发与生产指数证券投资基金（QDII-LOF） 162719

107 广发景祥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004020

108 广发鑫瑞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LOF） 162718

109 广发汇安18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004386

110 广发创业板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159952

111 广发多元新兴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003745

112 广发创业板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发起式联接基金 003765

113 广发创新驱动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04119

114 广发中证全指工业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159953

115 广发中证全指工业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发起式联接基金 004593

116 广发百发大数据策略价值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01731

117 广发中证全指汽车指数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004854

118 广发中证全指建筑材料指数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004856

119 广发医疗保健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004851

120 广发高端制造股票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004997

121 广发中证全指家用电器指数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005063

122 广发新兴成长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02125

123 广发港股通恒生综合中型股指数证券投资基金(LOF) 501303

124 广发中证10年期国开债指数证券投资基金(LOF) 501106

125 广发转型升级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02713

126 广发价值回报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04852

127 广发电子信息传媒产业精选股票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005310

128 广发东财大数据精选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02802

129 广发资源优选股票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005402

130 广发睿毅领先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05233

131 广发品牌消费股票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004995

132 广发中证传媒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512980

133 广发中证传媒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发起式联接基金 004752

134 广发鑫和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04750

135 广发汇吉3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005234

136 广发中证基建工程指数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005223

137 广发海外多元配置证券投资基金（QDII） 005557

138 广发汇佳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005647

139 广发鑫惠纯债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002128

140 广发沪港深行业龙头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05644

141 广发量化多因子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05225

142 广发上证10年期国债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511290

143 广发再融资主题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LOF） 162717

144 广发汇元纯债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005778

145 广发汇康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005745

146 广发中证京津冀协同发展主题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512780

147

广发中证京津冀协同发展主题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发起式联

接基金

005803

148 广发中债1-3年农发行债券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005623

149 广发中证环保产业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发起式联接基金 001064

150 广发中小盘精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05598

151 广发科技动力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005777

152 广发汇瑞3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003746

153 广发汇誉3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005917

154 广发沪深300指数增强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006020

155 广发集泰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005559

156 广发龙头优选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05910

157 广发全球收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QDII） 005912

158 广发估值优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06136

159 广发汇承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006504

160 广发汇兴3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006552

161 广发安泽短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002864

162 广发双擎升级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05911

163 广发中证1000指数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006486

164 广发可转债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006482

165 广发景智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006019

166 广发中债1-3年国开行债券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006484

167 广发景润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006550

168 广发景明中短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006591

169 广发汇立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006137

170 广发稳健养老目标一年持有期混合型基金中基金（FOF） 006298

171 广发集嘉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006140

172 广发趋势动力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06377

173 广发招财短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006672

174 广发睿阳三年定期开放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501070

175 广发稳安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02295

176 广发利鑫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02446

177 广发稳健策略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06780

178 广发恒生中国企业精明指数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QDII） 006778

179 广发景和中短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006870

180 广发景兴中短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006998

181 广发景秀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006670

182 广发养老目标日期2050五年持有期混合型发起式基金中基金（FOF） 007250

183 广发港股通优质增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06595

184 广发汇宏6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006378

185 广发消费升级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006671

186 广发中证10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512910

187 广发中证10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发起式联接基金 007135

188 广发科创主题3年封闭运作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501078

189 广发均衡价值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07254

190 广发稳裕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02622

191 广发景利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006970

如有疑问可拨打本公司客服电话（95105828（免长途费）或020-83936999）咨询。

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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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

不保证最低收益。 请充分了解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审慎做出投资决定。

特此公告。

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9年10月23日

长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旗下全部基金

2019

年第三季度报告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董事保证基金2019年第三季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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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旗下长信利息收益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 长信银利精选

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长信金利趋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长信增利动态策略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长信利丰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长信恒利优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长信量化

先锋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长信美国标准普尔100等权重指数增强型证券投资基金、长信

利鑫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LOF）、长信内需成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长信可转债债券

型证券投资基金、长信利众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LOF）、长信纯债一年定期开放债券型

证券投资基金、长信纯债壹号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长信改革红利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

资基金、长信量化中小盘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长信新利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长信利富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长信利盈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长信利广灵活配

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长信多利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长信睿进灵活配置混合

型证券投资基金、长信量化多策略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长信医疗保健行业灵活配置混合

型证券投资基金（LOF）、长信富民纯债一年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长信富海纯

债一年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长信利保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长信金葵纯债一年

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长信富全纯债一年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长信利

泰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长信先锐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长信利发债券型证券投

资基金、长信电子信息行业量化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长信富平纯债一年定期开

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长信先利半年定期开放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长信创新驱动股票

型证券投资基金、长信稳益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长信利信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长信稳健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长信上证港股通指数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长信纯债半年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长信国防军工量化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长

信先优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长信稳势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长信中证500指数增强

型证券投资基金、长信长金通货币市场基金、长信稳通三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

投资基金、长信低碳环保行业量化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长信利尚一年定期开放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长信乐信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长信全球债券证券投资基金、长信

稳鑫三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长信先机两年定期开放灵活配置混合

型证券投资基金、长信消费精选行业量化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长信企业精选两年定期开

放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长信量化价值驱动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长信价值蓝筹

两年定期开放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长信稳裕三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

券投资基金、长信稳进资产配置混合型基金中基金（FOF）、长信价值优选混合型证券投

资基金、长信利率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长信沪深300指数增强型证券投资基金、长信富

安纯债半年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长信合利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长信双利优选

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的2019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于2019年10月23日在本公司网站[http:

//www.cxfund.com.cn] 和中国证监会基金电子披露网站（http://eid.csrc.gov.

cn/fund）披露，供投资者查阅。 如有疑问可拨打本公司客服电话（400-700-5566）咨询。

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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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请充分了解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审慎做出投资决定。

特此公告。

长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2019年10月23日

国投瑞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旗下部分基金

2019

年第

3

季度报告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董事保证本公司旗下部分基金的2019年第3季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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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投瑞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旗下：

国投瑞银中高等级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国投瑞银策略精选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国投瑞银岁添利一年期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国投瑞银医疗保健行业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国投瑞银新机遇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国投瑞银美丽中国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国投瑞银岁增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国投瑞银钱多宝货币市场基金

国投瑞银信息消费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国投瑞银增利宝货币市场基金

国投瑞银锐意改革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国投瑞银添利宝货币市场基金

国投瑞银精选收益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国投瑞银招财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国投瑞银新增长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国投瑞银研究精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国投瑞银新活力定期开放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国投瑞银进宝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国投瑞银国家安全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国投瑞银境煊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国投瑞银岁赢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国投瑞银瑞祥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国投瑞银顺鑫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国投瑞银和泰6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国投瑞银顺银6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国投瑞银兴颐多策略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国投瑞银创新医疗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国投瑞银顺源6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国投瑞银恒泽中短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国投瑞银顺达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国投瑞银品牌优势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国投瑞银行业先锋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国投瑞银中证500指数量化增强型证券投资基金

国投瑞银顺泓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国投瑞银顺昌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国投瑞银顺祥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国投瑞银先进制造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国投瑞银稳健养老目标一年持有期混合型基金中基金（FOF）

国投瑞银沪深300指数量化增强型证券投资基金

国投瑞银顺祺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国投瑞银融华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国投瑞银景气行业证券投资基金

国投瑞银核心企业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国投瑞银创新动力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国投瑞银稳健增长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国投瑞银成长优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国投瑞银稳定增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国投瑞银瑞源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国投瑞银货币市场基金

国投瑞银优化增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国投瑞银沪深300金融地产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国投瑞银瑞和沪深300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

国投瑞银沪深300金融地产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

国投瑞银中证下游消费与服务产业指数证券投资基金（LOF）

国投瑞银双债增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国投瑞银中证上游资源产业指数证券投资基金（LOF）

国投瑞银新兴产业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LOF)

国投瑞银瑞利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LOF）

国投瑞银瑞泽中证创业成长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

国投瑞银新丝路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LOF）

国投瑞银瑞盈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LOF）

国投瑞银白银期货证券投资基金（LOF）

国投瑞银瑞福深证100指数证券投资基金（LOF）

国投瑞银中国价值发现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LOF）

国投瑞银瑞盛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LOF)

国投瑞银瑞泰多策略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LOF）

2019年第3季度报告全文于2019年10月23日在本公司网站（www.ubssdic.com）和中国证监会

基金电子披露网站（http://eid.csrc.gov.cn/fund）披露，供投资者查阅。如有疑问可拨打本公司客服电

话（400-880-6868）咨询。

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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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

不保证最低收益。 请充分了解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审慎做出投资决定。

特此公告。

国投瑞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9年10月23日

东吴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旗下全部基金季度报告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董事保证基金季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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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吴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旗下，东吴嘉禾优势精选混合型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东吴价值成长双动

力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东吴行业轮动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东吴优信稳健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东吴

进取策略灵活配置混合型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东吴新经济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东吴货币市场证券

投资基金、东吴安享量化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东吴中证新兴产业指数证券投资基金、东吴增

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东吴新产业精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东吴沪深300指数型证券投资基金、东

吴配置优化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东吴多策略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东吴鼎利债券

型证券投资基金(LOF)、东吴阿尔法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东吴中证可转换债券指数分级证券

投资基金、东吴移动互联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东吴新趋势价值线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东吴国企改革主题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东吴安盈量化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东吴鼎元双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东吴安鑫量化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东吴智慧医疗量化

策略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东吴增鑫宝货币市场基金、东吴优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东吴双

三角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东吴悦秀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东吴鼎泰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的

季度报告全文于2019年10月23日在本公司网站(http://www.scfund.com.cn)和中国证监会基金电子

披露网站 （http://eid.csrc.gov.cn/fund） 披露， 供投资者查阅。 如有疑问可拨打本公司客服电话

（（021）50509666� /� 400-821-0588）咨询。

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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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

不保证最低收益。 请充分了解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审慎做出投资决定。

特此公告。

东吴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9年10月23日

富荣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旗下全部基金

季度报告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董事保证基金季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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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富荣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旗下

富荣货币市场基金

富荣富兴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富荣富祥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富荣富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富荣福鑫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富荣福康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富荣中证500指数增强型证券投资基金

富荣沪深300指数增强型证券投资基金

富荣福锦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富荣富安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富荣价值精选灵活配置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富荣富开1-3年国开债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富荣富金专项金融债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的季度报告全文于2019年10月23日在本公司网站

（http://www.furamc.com.cn）和中国证监会基金电子披露网站（http://eid.csrc.gov.cn/fund）披

露，供投资者查阅。 如有疑问可拨打本公司客服电话（4006855600）咨询。

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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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

不保证最低收益。 请充分了解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审慎做出投资决定。

特此公告。

富荣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9年10月23日

富安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旗下全部

基金季度报告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董事保证基金季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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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富安达基金旗下十一只基金产品（包括：富安达优势成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富安达策略精选

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富安达新兴成长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富安达健康人生灵活

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富安达新动力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富安达消费主题灵活配置混

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富安达增强收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富安达长盈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

金、富安达行业轮动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富安达富利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和富安达现

金通货币市场证券投资基金） 第三季度报告全文于2019年10月23日在本公司网站www.fadfunds.

com和中国证监会基金电子披露网站（http://eid.csrc.gov.cn/fund）披露，供投资者查阅。 如有疑问

可拨打本公司客服电话（400-630-6999）咨询。

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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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不保证本基金一定盈

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请充分了解本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审慎做出投资决定。

特此公告。

富安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9年10月23日

红土创新基金公司旗下全部基金

2019

年第

3

季度报告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董事保证基金季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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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红土创新基金公司旗下：

●红土创新新兴产业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红土创新转型精选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LOF）

●红土创新货币市场基金

●红土创新优淳货币市场基金

●红土创新增强收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红土创新新科技股票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红土创新沪深300指数增强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红土创新中证500指数增强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红土创新稳健混合证券投资基金

上述基金的2019年第3季度报告全文已于2019年10月23日在本公司网站 [http://www.

htcxfund.com]和中国证监会基金电子披露网站（http://eid.csrc.gov.cn/fund）披露，供投资者查阅。

如有疑问可拨打本公司客服电话（400-060-3333）咨询。

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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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

不保证最低收益。 请充分了解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审慎做出投资决定。

特此公告。

红土创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9年10月23日

中航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旗下全部基金

2019

年第

3

季度报告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董事保证基金季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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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航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旗下：

中航航行宝货币市场基金

中航混改精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中航军民融合精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中航新起航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中航瑞景3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的季度报告全文于2019年10月23日在本公司网站[www.avicfund.cn]和中国证监会基金电子披

露网站 （http://eid.csrc.gov.cn/fund） 披露， 供投资者查阅。 如有疑问可拨打本公司客服电话

（400-666-2186）咨询。

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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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

不保证最低收益。 请充分了解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审慎做出投资决定。

特此公告。

中航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9年10月23日

国开泰富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旗下全部基金

2019

年

3

季度报告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董事保证基金2019年3季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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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开泰富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旗下

1.国开泰富货币市场证券投资基金

2.国开泰富开泰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3.国开泰富开航灵活配置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4.国开泰富睿富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2019年3季度报告全文于2019年10月23日在本公司网站(http://www.cdbsfund.com)和中国证

监会基金电子披露网站(http://eid.csrc.gov.cn/fund)披露，供投资者查阅。 如有疑问可拨打本公司客

服电话（010-59363299）咨询。

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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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

不保证最低收益。 请充分了解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审慎做出投资决定。

特此公告。

国开泰富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2019年10月23日

国都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旗下全部基金

2019

年第三季度报告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董事保证基金季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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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都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旗下创新驱动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国都消费升级灵活配置混合

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国都智能制造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国都量化精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

金、 国都多策略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的2019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于2019年10月23日在本公司网站

[www.guodu.com]和中国证监会基金电子披露网站（http://eid.csrc.gov.cn/fund）披露，供投资者

查阅。 如有疑问可拨打本公司客服电话（400-818-8118）咨询。

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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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

不保证最低收益。 请充分了解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审慎做出投资决定。

特此公告。

国都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10月23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