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华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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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旗下:

新华优选分红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新华优选成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新华泛资源优势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新华钻石品质企业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新华行业周期轮换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新华中小市值优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新华灵活主题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新华优选消费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新华纯债添利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新华行业轮换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新华趋势领航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新华安享惠金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新华壹诺宝货币市场基金

新华增怡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新华鑫益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新华鑫利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新华中证环保产业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

新华活期添利货币市场基金

新华增盈回报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新华策略精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新华万银多元策略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新华稳健回报灵活配置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新华战略新兴产业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新华鑫回报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新华积极价值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新华科技创新主题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新华增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新华鑫动力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新华丰盈回报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新华双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新华丰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新华鑫弘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新华外延增长主题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新华红利回报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新华高端制造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新华鑫泰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新华恒益量化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新华安享多裕定期开放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新华鑫日享中短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新华家盈双利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新华聚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新华鼎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新华MSCI中国A股国际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的2019年第3季度报告全文于2019年10月24日在本公司网站[www.ncfun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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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0819886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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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10月24日

兴业基金管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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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兴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旗下：兴业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兴业货币市场证券

投资基金、兴业多策略灵活配置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兴业年年利定期开放债券型

证券投资基金、兴业聚利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兴业收益增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

金、兴业稳固收益两年理财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兴业添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兴业聚

惠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兴业添天盈货币市场基金、兴业国企改革灵活配置混合

型证券投资基金、兴业鑫天盈货币市场基金、兴业丰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兴业短债债

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兴业聚宝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兴业奕祥混合型证券投资基

金、兴业丰泰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兴业聚盈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兴业福益债

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兴业聚鑫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兴业天融债券型证券投资基

金、兴业成长动力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兴业中债1-3年政策性金融债指数证券

投资基金、兴业聚源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兴业天禧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兴业

聚丰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兴业增益五年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兴业稳

天盈货币市场基金、兴业启元一年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兴业14天理财债券型证

券投资基金、 中证兴业中高等级信用债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兴业裕恒债券型证券投资基

金、兴业裕华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兴业裕丰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兴业安润货币市场基

金、兴业增益三年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兴业嘉瑞6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

资基金、兴业瑞丰6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兴业福鑫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兴

业量化精选灵活配置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兴业安弘3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

证券投资基金、兴业6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兴业安和6个月定期开放

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兴业嘉润3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兴业

龙腾双益平衡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兴业中证国有企业改革指数增强型证券投资基金、兴

业3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兴业纯债一年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

金、兴业机遇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兴业安保优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兴业上证红利低

波动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兴业养老目标日期2035三年持有期混合型发起式

基金中基金（FOF）的2019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于2019年10月24日在本公司网站（http:

//www.cib-fun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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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0-0095-56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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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兴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9年10月24日

兴银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旗下部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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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兴银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旗下

1.兴银货币市场基金

2.兴银鼎新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3.兴银长乐半年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4.兴银丰盈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5.兴银大健康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6.兴银现金增利货币市场基金

7.兴银瑞益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8.兴银朝阳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9.兴银稳健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10.兴银现金收益货币市场基金

11.兴银收益增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12.兴银现金添利货币市场基金

13.兴银长益半年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14.兴银长盈半年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15.兴银消费新趋势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6.兴银合盈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17.兴银丰润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8.兴银中短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19.兴银汇福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20.兴银汇逸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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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日在本公司网站（http://www.hffund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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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000-9632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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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兴银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2019年10月24日

永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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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永赢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旗下：

永赢货币市场基金

永赢稳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永赢双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永赢丰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永赢添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永赢瑞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永赢天天利货币市场基金

永赢永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永赢丰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永赢增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永赢恒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永赢惠添利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永赢惠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永赢润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永赢荣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永赢泰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永赢盈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永赢嘉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永赢聚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永赢盛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永赢裕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永赢祥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永赢通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永赢诚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永赢伟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永赢昌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永赢宏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永赢合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永赢颐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永赢迅利中高等级短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永赢中债-1-3年政策性金融债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永赢消费主题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永赢智能领先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永赢泰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永赢悦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永赢卓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永赢凯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永赢智益纯债三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永赢沪深300指数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永赢众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永赢同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永赢昌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永赢惠泽一年定期开放灵活配置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的2019年第3季度报告

全文于2019年10月24日在本公司网站[http://www.maxwealthfun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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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1-516901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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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永赢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9年10月24日

圆信永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旗下基金

2019

年第

3

季度报告提示性公告

圆信永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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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第3�季度报告涉及基金明细如下：

序号 基金名称 基金主代码

1 圆信永丰双红利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00824

2 圆信永丰优加生活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001736

3 圆信永丰兴融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002073

4 圆信永丰兴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001918

5 圆信永丰强化收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002932

6 圆信永丰丰润货币市场基金 004178

7 圆信永丰多策略精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04148

8 圆信永丰兴源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01965

9 圆信永丰优享生活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04958

10 圆信永丰汇利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LOF） 501051

11 圆信永丰双利优选定期开放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05108

12 圆信永丰消费升级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04934

13 圆信永丰优悦生活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04959

14 圆信永丰兴瑞6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005436

15 圆信永丰中高等级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005922

16 圆信永丰医药健康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06274

17 圆信永丰高端制造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06969

18 圆信永丰精选回报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06564

上述基金2019年第3季度报告全文于2019年10月24日在本公司网站（www.gtsfu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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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0-607-0088）咨询。

风险提示：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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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圆信永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一九年十月二十四日

招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旗下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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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招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旗下

招商招轩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招商行业领先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深证电子信息传媒产业(TMT)5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招商招顺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招商双债增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LOF)

招商丰凯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招商招金宝货币市场基金

招商招裕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招商招琪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上证消费8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招商丰利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招商睿逸稳健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招商国企改革主题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招商丰益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招商招盛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招商招瑞纯债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招商丰美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招商中证500指数增强型证券投资基金

招商稳健优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招商安心收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招商富时中国A-H50指数型证券投资基金（LOF）

招商添悦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招商添裕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招商中债1-5年农发行债券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招商大盘蓝筹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招商安泰偏股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招商中证全指证券公司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

招商瑞庆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招商招恒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招商招兴3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招商瑞丰灵活配置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招商盛合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招商添琪3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招商中证白酒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

招商稳盛定期开放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招商盛达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招商安裕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招商招旭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招商财富宝交易型货币市场基金

招商招信3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招商鑫悦中短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招商中债1-5年进出口行债券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招商招益宝货币市场基金

招商核心价值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招商招利一年期理财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招商睿祥定期开放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招商沪深300高贝塔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

招商招福宝货币市场基金

招商制造业转型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招商信用增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招商招利1个月期理财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招商招惠3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招商优质成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LOF)

招商行业精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招商丰泽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招商中国机遇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招商优势企业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招商招乾3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招商境远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招商3年封闭运作战略配售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LOF）

招商中证煤炭等权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

招商和悦稳健养老目标一年持有期混合型基金中基金（FOF）

招商招通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招商标普金砖四国指数证券投资基金(LOF)

招商保证金快线货币市场基金

招商稳荣定期开放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招商中国信用机会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QDII)

招商安泰平衡型证券投资基金

招商体育文化休闲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招商招华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招商安博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招商添润3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招商财经大数据策略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招商可转债分级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招商MSCI中国A股国际通指数型证券投资基金

招商添利6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招商稳祯定期开放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招商安庆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招商中债3-5年国开行债券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招商3年封闭运作瑞利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招商安瑞进取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招商中证大宗商品股票指数证券投资基金(LOF)

招商先锋证券投资基金

招商安泰债券投资基金

招商丰泰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LOF)

招商安德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招商安弘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招商医药健康产业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招商丰盛稳定增长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招商沪深300地产等权重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

招商量化精选股票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招商安本增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招商丰茂灵活配置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招商安达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招商添利两年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招商安盈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招商金鸿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招商招享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招商上证消费8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

招商中证1000指数增强型证券投资基金

招商招悦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招商招祥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招商中证银行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

招商康泰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招商理财7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招商安荣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招商产业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招商安元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招商丰德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招商安益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招商兴福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招商丰拓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招商国证生物医药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

招商沪港深科技创新主题精选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招商招诚半年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招商丰韵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招商添旭3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招商招景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招商招旺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招商招丰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招商招怡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招商深证100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招商沪深300指数增强型证券投资基金

招商招禧宝货币市场基金

招商招坤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招商增荣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LOF）

招商央视财经50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招商招钱宝货币市场基金

招商移动互联网产业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招商安润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招商中小盘精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招商招利宝货币市场基金

招商现金增值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

招商深证电子信息传媒产业(TMT)5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

招商信用添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LOF)

招商招鸿6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招商添德3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招商添盈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招商添荣3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的2019年第3季度报告全文于 2019年10月 24日在本公司网站 [http://www.

cmfchin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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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0-887-955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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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招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9年10月24日

中加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旗下基金

2019

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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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加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旗下：

中加货币市场基金

中加纯债一年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中加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中加改革红利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中加心享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中加瑞盈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中加丰润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中加丰尚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中加丰泽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中加丰盈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中加纯债两年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中加丰享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中加丰裕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中加纯债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中加颐享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中加聚鑫纯债一年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中加颐慧三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中加心悦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中加紫金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中加颐兴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中加颐信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中加颐睿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中加转型动力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中加颐合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中加颐鑫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中加聚利纯债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中加颐智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中加瑞利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中加瑞鑫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中加裕盈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中加聚盈四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中加恒泰三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中加颐瑾六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中加民丰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的季度报告全文于2019年10月24�日在本公司网站（http://www.bobbn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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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疑问可拨打客户服务电话（400-00-95526）咨询。

风险提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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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金的过往业绩并不预示其未来表现。 投资有

风险，请投资人在作出投资决策前应仔细阅读基金的招募说明书。

特此公告。

中加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9�年 10�月 24�日

中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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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管理的以下基金的2019年第3季度报告全文于2019年10月24

日在本公司网站 （http://www.ciccfun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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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0-868-1166）咨询。

序号 基金名称

1 中金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2 中金现金管家货币市场基金

3 中金绝对收益策略定期开放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4 中金消费升级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5 中金沪深300指数增强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6 中金中证500指数增强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7 中金量化多策略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8 中金金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9 中金金泽量化精选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10 中金丰硕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1 中金金序量化蓝筹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2 中金衡优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3 中金浙金6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14 中金中证优选300指数证券投资基金（LOF）

15 中金MSCI中国A股国际低波动指数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16 中金金元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17 中金瑞和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8 中金瑞祥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9 中金新元6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20 中金MSCI中国A�股国际质量指数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21 中金可转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22 中金MSCI中国A股国际红利指数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23 中金MSCI中国A股国际价值指数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24 中金新医药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25 中金衡盈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26 中金科创主题3年封闭运作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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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9年10月24日

中欧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旗下部分基金

2019

年第三季度报告的提示性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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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欧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旗下披露2019年第三季度报告的基金如下：

序号 基金主代码 基金全称

1 166001 中欧新趋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LOF）

2 166002 中欧新蓝筹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3 166005 中欧价值发现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4 166006 中欧行业成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LOF)

5 166007 中欧互通精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6 166008 中欧增强回报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LOF）

7 166009 中欧新动力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LOF)

8 166010 中欧鼎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9 166011 中欧盛世成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LOF)

10 166012 中欧信用增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LOF)

11 166014 中欧货币市场基金

12 166016 中欧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LOF)

13 166019 中欧价值智选回报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4 166020 中欧成长优选回报灵活配置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15 166021 中欧纯债添利分级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16 166023 中欧瑞丰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7 166024 中欧恒利三年定期开放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8 166025 中欧远见两年定期开放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9 501081 中欧科创主题3年封闭运作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20 000894 中欧睿达定期开放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21 001000 中欧明睿新起点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22 001110 中欧瑾泉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23 001117 中欧精选灵活配置定期开放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24 001146 中欧瑾源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25 001164 中欧琪和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26 001173 中欧瑾和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27 001211 中欧滚钱宝发起式货币市场基金

28 001306 中欧永裕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29 001615 中欧睿尚定期开放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30 001776 中欧兴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31 001810 中欧潜力价值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32 001811 中欧明睿新常态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33 001938 中欧时代先锋股票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34 001955 中欧养老产业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35 001963 中欧天禧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36 001980 中欧量化驱动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37 001990 中欧数据挖掘多因子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38 002009 中欧瑾通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39 002621 中欧消费主题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40 002685 中欧丰泓沪港深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41 002725 中欧强瑞多策略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42 002920 中欧短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43 002961 中欧双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44 003095 中欧医疗健康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45 003150 中欧睿诚定期开放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46 003419 中欧弘安一年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47 004039 中欧骏泰货币市场基金

48 004283 中欧达安一年定期开放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49 004442 中欧康裕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50 004525 中欧达乐一年定期开放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51 004616 中欧电子信息产业沪港深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52 004728 中欧瑾泰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53 004734 中欧瑾灵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54 004812 中欧先进制造股票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55 004814 中欧红利优享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56 004848 中欧睿泓定期开放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57 004850 中欧弘涛一年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58 004993 中欧可转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59 005241 中欧时代智慧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60 005275 中欧创新成长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61 005419 中欧聚瑞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62 005421 中欧嘉泽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63 005484 中欧睿选定期开放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64 005620 中欧品质消费股票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65 005736 中欧兴华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66 005964 中欧安财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67 006228 中欧医疗创新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68 006321 中欧预见养老目标日期2035三年持有期混合型基金中基金（FOF）

69 006529 中欧匠心两年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70 007241 中欧预见养老目标日期2050五年持有期混合型发起式基金中基金（FOF）

71 007535 中欧盈和5年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上述基金的季度报告全文于2019年10月24日在本公司网站[www.zofun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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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1-68609700、400-700-97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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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欧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9年10月24日

中融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旗下部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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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融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旗下：

中融增鑫一年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中融货币市场基金

中融国企改革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中融融安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中融新机遇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中融中证一带一路主题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

中融中证银行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

中融鑫起点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中融国证钢铁行业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

中融中证煤炭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

中融融安二号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中融稳健添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中融新经济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中融日日盈交易型货币市场基金

中融产业升级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中融融裕双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中融竞争优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中融融信双盈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中融现金增利货币市场基金

中融上海清算所银行间1-3年高等级信用债指数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中融上海清算所银行间3-5年中高等级信用债指数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中融上海清算所银行间0-1年中高等级信用债指数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中融上海清算所银行间1-3年中高等级信用债指数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中融恒泰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中融量化多因子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中融鑫思路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中融物联网主题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中融量化智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中融盈泽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中融量化小盘股票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中融恒信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中融睿祥一年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中融核心成长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中融沪港深大消费主题灵活配置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中融鑫价值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中融聚商3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中融季季红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中融智选红利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中融聚安3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中融量化精选混合型基金中基金（FOF）

中融医疗健康精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中融聚业3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中融恒裕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中融聚明3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中融恒惠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中融央视财经5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中融央视财经5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

中融策略优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的季度报告全文于2019年10月24日在本公司网

站 （www.zrfund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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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0-160-6000，

010-5651729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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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融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9年10月24日

中银国际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旗下基金

2019

年第

3

季度报告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董事保证中银国际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旗下基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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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银国际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旗下中银证券价值精选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原中银证券保本1号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中银证券健康产业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中银证券现金管家货币市场基金、中银证券安进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中银证券瑞

益定期开放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中银证券安弘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中银证券

汇宇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中银证券聚瑞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中银证券

祥瑞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中银证券汇嘉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中银证券

安誉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中银证券汇享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中银证券

新能源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中银证券安源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中银证券中高

等级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中银证券安泽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的2019年第3季度报告全

文于2019年10月24日在本公司网站（www.bocifund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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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1-61195566� /� 400-620-8888（免长途通话费）选择6公募基金业务转人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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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银国际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10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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