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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盛沪深３００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更新）摘要
ＬＯＦ）招募说明书（
基金管理人：长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重要提示：
本基金２０１０年５月１４日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０］６４６号文核
准募集。
基金管理人保证招募说明书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本招募说明书经中国证
监会核准，但中国证监会对本基金募集的核准，并不表明其对本基金的价值和收益
作出实质性判断或保证，也不表明投资于本基金没有风险。
本基金投资于证券市场，基金净值会因为证券市场波动而波动，投资者根据所
持有的基金份额享受基金收益， 同时承担相应的投资风险。 投资本基金的风险包
括：因政治、经济、社会等环境因素对证券市场价格产生影响而形成的系统性风险，
个别证券特有的非系统性风险， 由于基金份额持有人连续大量赎回基金产生的流
动性风险，基金管理人在基金管理实施过程中产生的积极管理风险，本基金根据股
票与债券市场的波动趋势灵活配置股票与债券的投资比例， 在系统研究基础上判
断股票市场与债券市场的未来趋势，有可能发生判断失误的风险等。 投资者在投资
本基金之前，请仔细阅读本基金的招募说明书和基金合同，全面认识本基金的风险
收益特征和产品特性，并充分考虑自身的风险承受能力，理性判断市场，谨慎做出
投资决策。
基金的过往业绩并不预示其未来表现。
基金管理人依照恪尽职守、诚实信用、谨慎勤勉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财产，
但不保证投资本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本招募说明书（
更新）所载内容截止日为２０１２年８月４日，有关财务数据和净值
表现截止日为２０１２年６月３０日（
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一、基金合同生效的日期：２０１０年８月４日
二、基金管理人
（
一）基金管理人概况
名称：长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住所：深圳市福田区福中三路１００６号诺德中心八楼ＧＨ 单元
办公地址：北京市海淀区北太平庄路１８号城建大厦Ａ座２１层
法定代表人：凤良志
电话：（
０１０）８２０１９９８８
传真：（
０１０）８２２５５９８８
联系人：叶金松
本基金管理人经中国证监会证监基金字［
１９９９］６号文件批准，于１９９９年３月２６
日成立，注册资本为人民币１５０００万元。 截至目前，本公司股东及其出资比例为：国
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占注册资本的４１％； 新加坡星展银行有限公司占注册资本的
３３％；安徽省信用担保集团有限公司占注册资本的１３％；安徽省投资集团有限责任
公司（
现名称为安徽省投资集团控股有限公司）占注册资本的１３％。 截至２０１２年８月
４日，基金管理人共管理两只封闭式基金、十九只开放式基金和五只社保基金委托
资产，同时管理多只专户理财产品。
二）主要人员情况
（
１．基金管理人董事会成员：
凤良志先生，董事长，博士，高级经济师。 曾任安徽省政府办公厅二办副主任，
安徽省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副总经理，安徽省证券管理办公室主任，香港黄山有限公
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党委书记，安徽国元
司董事长、总经理，安徽国元控股（
信托投资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 现任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钱正先生，董事，学士，高级经济师。 曾任安徽省人大常委办公厅副处长、处长，
安徽省信托投资公司副总经理、党委副书记，安徽省国有资产管理局分党组书记。
现任安徽省信用担保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
杜长棣先生，董事，学士。 曾任安徽省第一轻工业厅研究室副主任，安徽省轻工
业厅生产技术处、企业管理处处长、副厅长，安徽省巢湖市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
安徽省发改委副主任。 现任安徽省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现名称为安徽省投资集
团控股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
蔡咏先生，董事，学士，高级经济师。 曾任安徽财经大学财政金融系讲师、会计
教研室主任，安徽省国际经济技术合作公司美国分公司财务经理，安徽省国际信托
投资公司国际金融部经理、深圳证券部经理、证券总部副总经理，香港黄山有限公
司总经理助理。 现任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总裁。
陈淑珊女士，董事，硕士。 曾任职多个金融机构，包括ＩＮＧ霸菱证券公司、花旗银
行、摩根士丹利。 现任星展银行有限公司私人银行业务部董事总经理兼主管。
张在荣先生，董事，学士。 曾任职多个金融机构，包括法国东方汇理银行、美洲
银行、渣打银行、星展银行有限公司。 现任星展银行（
中国）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兼行
政总裁。
周兵先生，董事、总经理，硕士，经济师。 曾任中国银行总行综合计划部副主任
科员、香港南洋商业银行内地融资部副经理、香港中银国际亚洲有限公司企业财务
期间兼任海南华银国际信
部经理、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北京业务总部副总经理（
托投资公司北京证券营业部托管组负责人）、 北京朝阳门大街证券营业部总经理。
２００４年１０月加入长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曾任公司副总经理。 现任长盛基金管理有
限公司总经理。
李伟强先生，独立董事，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工商管理硕士，美国宾州州
立大学政府管理硕士和法国文学硕士。 曾任摩根士丹利纽约、新加坡、香港等地投
资顾问、副总裁，花旗环球金融亚洲有限公司高级副总裁。 现任香港国际资本管理
有限公司董事长。
张仁良先生，独立董事，博士，金融学讲座教授。 曾任香港消费者委员会有关银
行界调查的项目协调人、太平洋经济合作理事会（
ＰＥＣＣ）属下公司管制研究小组主
席、上海交通大学管理学院兼职教授、上海复旦大学顾问教授、香港城市大学讲座
教授。 现任香港浸会大学工商管理学院院长、民政事务总署辖下的《
伙伴倡自强》小
区协作计划主席、香港金融管理局ＡＢＦ香港创富债券指数基金监督委员会主席以及
香港特区政府策略发展委员会委员。 ２００７年被委任为太平绅士。 ２００９年获香港特区
政府颁发铜紫荆星章。
荣兆梓先生，独立董事，学士，教授。 曾任安徽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院长。 现任
安徽大学教授、校学术委员会委员、政治经济学博士点学科带头人、产业经济学和
工商管理硕士点学科带头人， 武汉大学商学院博士生导师， 中国科技大学兼职教
授，安徽省政府特邀咨询员，全国马经史学会常务理事，全国资本论研究会常务理
事，安徽省经济学会副会长。
陈华平先生，独立董事，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 曾任中国科技大学信息管理
与决策研究室主任、 管理学院副院长。 现任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计算机学院执行院
长、管理学院商务智能实验室主任。
２．监事会成员
沈和付先生，监事，法学学士。 曾任安徽省国际经济技术合作公司经理助理、安
徽省信托投资公司法律部副主任。 现任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合规总监。
叶斌先生，监事，学士，高级经济师。 曾任安徽大学管理系讲师、教研室副主任，
安徽省信托投资公司部门经理、副总经理。 现任安徽省中小企业信用担保中心副主
任、安徽省信用担保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钱进先生，监事，硕士研究生。 曾任安徽省节能中心副主任、安徽省经贸投资集
团董事、安徽省医药集团股份公司总经理，安徽省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资本运营
现名称为安徽
部经理、总经理助理、总经济师。 现任安徽省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省投资集团控股有限公司）党委委员、副总经理。
张利宁女士，监事，学士。 曾任华北计算技术研究所会计，太极计算机公司子公
司北京润物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主管会计， 历任长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业务运营部
总监、财务会计部总监。 现任长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监察稽核部总监。
３．管理层成员
凤良志先生，董事长，博士，高级经济师。 同上。
周兵先生，董事、总经理，硕士，经济师。 同上。
朱剑彪先生，金融学博士。 曾任广东商学院投资金融系教师、党支部书记，广州
证券有限公司宏观与策略研究员、投资银行部项目经理、基金部经理，金鹰基金管
理有限公司筹备组成员、董事会秘书、研究总监、投研副总监兼研究总监和督察长。
２００７年４月起加入长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历任社保业务管理部总监、固定收益部
总监、总经理助理、副总经理等职。 现任长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社保
组合组合经理。
杨思乐先生，英国籍，拥有北京大学法学学士学位与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硕
士学位。 从１９９２年９月开始曾先后任职于太古集团、摩根银行、野村项目融资有限公
司、汇丰投资银行亚洲、美亚能源有限公司、康联马洪资产管理公司、星展银行有限
公司（
新加坡）。 ２００７年８月起加入长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现任长盛基金管理有限
公司副总经理。
叶金松先生，大学，会计师。 曾任美菱股份有限公司财会部经理，安徽省信托投
资公司财会部副经理，国元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清算中心主任、风险监管部副经理、
经理。 ２００４年１０月起加入长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现任长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督察
长。
４．本基金基金经理
冯雨生先生，１９８３年１１月出生。 北京大学金融学硕士，ＣＦＡ（
美国特许金融分析
师）。 ２００７年７月加入长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曾任金融工程与量化投资部金融工程
研究员。 自２０１１年７月１１日起任长盛中证１００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经理，自２０１１年
本基金）基金经理。
１２月２０日起兼任长盛沪深３００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ＬＯＦ），（
本基金历任基金经理：
刘斌先生，２０１０年８月４日——
—２０１１年１２月２０日任本基金基金经理。
（
本招募说明书基金经理的任职日期和离任日期均指公司决定确定的聘任日
期和解聘日期。 ）
５．投资决策委员会成员
朱剑彪先生，金融学博士，常务副总经理，同上。
王宁先生，ＥＭＢＡ。 历任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基金经理助理，兴业基金经理等
职务。 ２００５年８月加盟长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曾任投资管理部基金经理助理、长盛
动态精选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经理、 长盛同庆可分离交易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
经理等职务。 现任公司总经理助理，投资管理部总监，长盛同庆中证８００指数分级证
券投资基金基金经理，长盛同智优势成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ＬＯＦ）基金经理。
侯继雄先生，清华大学博士。 历任国泰君安证券研究所任研究员、策略部经理。
２００７年２月加入长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现任公司总经理助理，研究发展部总监，同
盛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经理。
吴达先生，伦敦政治经济学院金融经济学硕士，美国特许金融分析师ＣＦＡ。 曾
就职于新加坡星展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历任星展珊顿全球收益基金经理助理、星展
增裕基金经理；新加坡毕盛高荣资产管理公司亚太专户投资组合经理、资产配置委
员会成员；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国际策略分析师、固定收益投资经理；２００７年８月
起加入长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现任国际业务部总监，长盛积极配置债券型证券投
资基金基金经理，长盛环球景气行业大盘精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经理。
蔡宾先生，中央财经大学硕士，美国特许金融分析师ＣＦＡ。 历任宝盈基金管理
有限公司研究员、基金经理助理。 ２００６年２月加入长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曾任研究
员、社保组合助理、投资经理，长盛积极配置债券基金基金经理等职务。 现任固定收
益部总监，社保组合组合经理，长盛同鑫保本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经理，长盛
同禧信用增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经理， 长盛同鑫二号保本混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基金经理。
刘斌先生，清华大学工学学士、中国科学院工学博士。 ２００６年５月加入长盛基金
管理有限公司，在公司期间历任金融工程研究员、高级金融工程研究员、基金经理
助理、长盛沪深３００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经理等职务。 现任金融工程与量化投资
部执行总监，长盛量化红利策略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经理，长盛成长价值证券
投资基金基金经理。
邓永明先生，学士。 曾任大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研究员、交易员和基金经理助
理。 ２００５年７月底加入长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曾任基金同益基金经理助理，同德证
券投资基金基金经理，长盛同德主题增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经理，长盛创新
先锋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经理。 现任投资管理部副总监，长盛动态精
选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经理，长盛同德主题增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经理。
李庆林先生，硕士。 曾先后在长城证券有限公司、国元证券有限公司和建信基
金管理有限公司担任研究员等职务。 ２００９年２月加入长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曾任
研究发展部副总监。 现任社保组合组合经理，长盛创新先锋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
资基金基金经理，长盛同祥泛资源主题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经理。
上述人员之间均不存在近亲属关系。
三、基金托管人
（
一）基金托管人概况
１、基本情况
名称：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招商银行”）
设立日期：１９８７年４月８日
注册地址：深圳市深南大道７０８８号招商银行大厦
办公地址：深圳市深南大道７０８８号招商银行大厦
注册资本：２１５．７７亿元
法定代表人：傅育宁
行长：马蔚华
资产托管业务批准文号：证监基金字［
２００２］８３号
电话：０７５５—８３１９９０８４
传真：０７５５—８３１９５２０１
资产托管部信息披露负责人：张燕
２、发展概况
招商银行成立于１９８７年４月８日， 是我国第一家完全由企业法人持股的股份制
商业银行，总行设在深圳。 自成立以来，招商银行先后进行了三次增资扩股，并于
股票代码：６０００３６），是国
２００２年３月成功地发行了１５亿Ａ股，４月９日在上交所挂牌（
内第一家采用国际会计标准上市的公司。 ２００６年９月又成功发行了２２亿Ｈ股，９月２２
日在香港联交所挂牌交易（
股票代码：３９６８），１０月５日行使Ｈ股超额配售，共发行了
２４．２亿Ｈ股。 截止２０１２年３月３１日，招商银行总资产２．９６４万亿元人民币，核心资本充
足率８．３１％。
２００２年８月，招商银行成立基金托管部；２００５年８月，经报中国证监会同意，更名
为资产托管部，下设业务支持室、产品管理室、运营室、监察稽核室４个职能处室，现
有员工５２人。 ２００２年１１月，经中国人民银行和中国证监会批准获得证券投资基金托
管业务资格，成为国内第一家获得该项业务资格上市银行；２００３年４月，正式办理基
金托管业务。 招商银行作为托管业务资质最全的商业银行， 拥有证券投资基金托
管、受托投资管理托管、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托管（
ＱＦＩＩ）、全国社会保障基金托管、
保险资金托管、企业年金基金托管等业务资格。
招商银行确立“
因势而变、先您所想”的托管理念和“
财富所托、信守承诺”的托
管核心价值，独创“
保护您的业务、保护您的财富”为历
６Ｓ托管银行”品牌体系，以“
史使命，不断创新托管系统、服务和产品：在业内率先推出“
网上托管银系统”、托管
业务综合系统和“
６心”托管服务标准，首家发布私募基金绩效分析报告，开办国内
首个托管银行网站，成功托管国内第一只券商集合资产管理计划、第一只ＦＯＦ、第一
只信托资金计划、第一只股权私募基金、第一家实现货币市场基金赎回资金Ｔ＋１到
账、第一只境外银行ＱＤＩＩ基金、第一只红利ＥＴＦ基金、第一只“
１＋Ｎ”基金专户理财、
第一家大小非解禁资产、第一单ＴＯＴ保管，实现从单一托管服务商向全面投资者服
务机构的转变，得到了同业认可。
经过九年发展，招商银行资产托管规模快速壮大。 ２０１１年，招商银行实现托管
费收入５．１０亿元，托管资产突破５０００亿元，托管日均存款达到２７４亿元，各项指标均
创历史新高。 托管产品数量、托管资产规模稳居中小托管银行第一，开放式基金托
管新增数量与首发规模规模居股份制托管银行第一， 内部控制连续五年年通过
财资》评为“
中国最佳托管专业银行”，
ＩＳＡＥ３４０２国际认证，第二次被境外权威媒体《
被《
２１世纪经济报道》评为“
２０１１年度ＶＣ／ＰＥ最佳托管银行”。
（
二）主要人员情况
傅育宁先生， 招商银行董事长和非执行董事， 英国布鲁诺尔大学博士学位。
１９９９年３月开始担任本公司董事。 ２０１０年８月起任招商局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兼任
招商局国际有限公司（
香港联合交易所上市公司）主席，利和经销集团有限公司（
香
港联合交易所上市公司）及信和置业有限公司（
香港联合交易所上市公司）独立非
执行董事，香港港口发展局董事，香港证券及期货事务监察委员会成员等；中国南
山开发（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招商局能源运输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证券交易
所上市公司）董事长，及中国国际海运集装箱（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证券交易
所上市公司）董事长，及新加坡上市公司嘉德置地有限公司独立非执行董事。
马蔚华先生，招商银行执行董事、行长兼首席执行官，１９９９？ 年１？ 月加入本公
司。 经济学博士学位，高级经济师。 第十一届全国政协委员。 １９９９？ 年１？ 月起任招

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行长兼首席执行官。？ 分别自１９９９？ 年９？ 月、２００３？ 年９？ 月、
２００７？ 年１１？ 月及２００８？ 年１０？ 月起兼任招银国际金融有限公司董事长、招商信诺
人寿保险有限公司董事长及招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及永隆银行有限公司董
事长，并自２００２？ 年７？ 月起担任招商局集团公司董事。 同时担任中国国际商会副主
席、中国企业家协会执行副会长、中国金融学会常务理事、中国红十字会第八届理
事会常务理事、深圳市综研软科学发展基金会理事长和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多所
高校兼职教授等职。
？ 唐志宏先生，招商银行副行长，吉林大学本科毕业，高级经济师。 １９９５年５月加入本
公司，历任沈阳分行副行长，深圳管理部副主任，兰州分行行长，上海分行行长，深
圳管理部主任，总行行长助理，２００６年４月起担任本公司副行长。 同时担任招商信诺
人寿保险公司及中国银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吴晓辉先生，招商银行资产托管部总经理，硕士研究生，高级经济师。 １９９３年１０
月进入招商银行工作；历任招商银行总行计划资金部副总经理，总行资金交易部总
经理，招银国际金融有限公司总裁；招商银行济南分行党委书记、行长，２０１１年７月
起担任招商银行总行资产托管部总经理。
（
三）基金托管业务经营情况
截至２０１２年６月３０日，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托管了招商安泰系列证券投资基
金（
含招商安泰股票型投资基金、招商安泰平衡型证券投资基金和招商安泰债券投
资基金），招商现金增值证券投资基金、华夏经典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长城久
泰中信标普３００指数证券投资基金、中信现金优势货币市场基金、光大保德信货币
市场证券投资基金、华泰柏瑞金字塔稳本增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海富通强化回
报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光大保德信新增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富国天合稳健优
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上证红利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德盛优势股票
型证券投资基金、华富成长趋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光大保德信优势配置股票型
证券投资基金、益民多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德盛红利股票证券投资基金、上证
央企５０交易型开放式指数基金、上投摩根行业轮动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中银蓝筹
精选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南方策略优化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兴全合润
分级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中邮核心主题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长盛沪深３００指数
证券投资基金（
ＬＯＦ）、中银价值精选灵活配置混合型基金、中银稳健双利债券型证
券投资基金、银河创新成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嘉实多利分级债券型证券投资基
金、国泰保本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华宝兴业可转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建信双
利策略主题分级基金、诺安保本混合证券投资基金、鹏华新兴产业股票型证券投资
基金、博时裕祥分级债券基金、中银上证国有企业１００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
基金、华安可转换债券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中银转债增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富国低碳环保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诺安油气能源股票证券投资基金（
ＱＤＩＩ－ＬＯＦ）、
中银中小盘成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国泰成长优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兴全轻
资产投资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ＬＯＦ）、易方达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中银沪深
３００ 等权重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ＬＯＦ）共４５只开放式基金及其它托管资产，托管资产
为９０７７．７９亿元人民币。
四、相关服务机构
（
一）基金份额发售机构
１、直销机构
长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直销中心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北太平庄路１８号城建大厦Ａ座２０层
邮政编码：１０００８８
电话：（
０１０）８２０１９７９９、８２０１９７９５
传真：（
０１０）８２２５５９８１、８２２５５９８２
联系人：张莹、张晓丽
２、代销机构
（
１）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深圳市福田区深南大道７０８８号
办公地址：深圳市福田区深南大道７０８８号
法定代表人：傅育宁
联系人：邓炯鹏
电话：０７５５－８３０７７２７８
传真：０７５５－８３１９５０５０
客户服务电话：９５５５５
公司网址：ｗｗｗ．ｃｍｂｃｈｉｎａ．ｃｏｍ
（
２）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西城区复兴门内大街１号
办公地址：北京市西城区复兴门内大街１号
法定代表人：肖钢
联系人：吴雪妮
电话：０１０－６６５９４８５１
传真：０１０－６６５９４９４６
客户服务电话：９５５６６
公司网址：ｗｗｗ．ｂｏｃ．ｃｎ
（
３）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北京市东城区建国门内大街６９号
办公地址：北京市东城区建国门内大街６９号
法定代表人：蒋超良
客户服务电话：９５５９９
公司网址：ｗｗｗ．ａｂｃｈｉｎａ．ｃｏｍ
（
４）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２５号
办公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闹市口大街１号院１号楼
法定代表人：王洪章
联系人：何奕
电话：０１０－６７５９６０９３
传真：０１０－６６２７５６５４
客户服务电话：９５５３３
公司网址：ｗｗｗ．ｃｃｂ．ｃｏｍ
（
５）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３号
办公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３号
法定代表人：李国华
联系人：陈春林
电话：０１０－６８８５８１０１
传真：０１０－６８８５８１１７
客户服务电话：９５５８０
公司网址：ｗｗｗ．ｐｓｂｃ．ｃｏｍ
（
６）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东城区朝阳门北大街８号富华大厦Ｃ座
办公地址：北京市东城区朝阳门北大街８号富华大厦Ｃ座
法定代表人： 田国立
联系人：赵树林
电话：０１０－６５５５６９６０
传真：０１０－６５５５０９８１
客户服务电话：９５５５８
公司网址：ｈｔｔｐ：／／ｂａｎｋ．ｅｃｉｔｉｃ．ｃｏｍ
（
７）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上海市中山东一路１２号
办公地址：上海市中山东一路１２号
法定代表人：吉晓辉
联系人：虞谷云
电话：０２１—６１６１６２０６
传真：０２１—６３６０４１９９
客户服务电话：９５５２８
公司网站：ｗｗｗ．ｓｐｄｂ．ｃｏｍ．ｃｎ
（
８）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中国北京复兴门内大街５５号
办公地址：中国北京复兴门内大街５５号
法定代表人：姜建清
联系人：王佺
电话：０１０－６６１０７９００
传真：０１０－６６１０７９１４？
客户服务电话：９５５８８
公司网址：ｗｗｗ．ｉｃｂｃ．ｃｏｍ．ｃｎ
（
９）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西城区复兴门内大街２号
办公地址：北京市西城区复兴门内大街２号
法定代表人：董文标
联系人：董云巍
电话：０１０－５７０９２８５１
传真：０１０－５７０９２６１１
客户服务电话：９５５６８
公司网址：ｗｗｗ．ｃｍｂｃ．ｃｏｍ．ｃｎ
（
１０）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上海市仙霞路１８号
办公地址：上海市银城中路１８８号
法定代表人：胡怀邦
联系人：林芳
电话：０２１－５８７８１２３４
传真：０２１－５８４０８８４２
客户服务电话：９５５５９
公司网址：ｗｗｗ．ｂａｎｋｃｏｍｍ．ｃｏｍ
（
１１）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东城区建国门内大街２２号
办公地址：北京市东城区建国门内大街２２号
法定代表人：吴建
联系人：李慧
电话：０１０－８５２３８０００
传真：０１０－８５２３８６８０
客户服务电话：９５５７７
公司网址：ｗｗｗ．ｈｘｂ．ｃｏｍ．ｃｎ
（
１２）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合肥市寿春路１７９号
办公地址：合肥寿春路１７９号
法定代表人：凤良志
联系人：祝丽萍
开放式基金咨询电话：安徽地区：９６８８８；全国：４００－８８８８－７７７
开放式基金业务传真：（
０５５１）２２７２１００
公司网址：ｗｗｗ．ｇｙｚｑ．ｃｏｍ．ｃｎ
（
１３）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北京市朝阳区安立路６６号４号楼
办公地址：北京市朝阳门内大街１８８号
法定代表人：王常青
联系人：权唐
开放式基金咨询电话：４００－８８８８－１０８
开放式基金业务传真：（
０１０）６５１８２２６１
客服电话：４００－８８８８－１０８
公司网址：ｗｗｗ．ｃｓｃ．ｃｏｍ．ｃｎ
（
１４）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上海市广东路６８９号海通证券大厦
办公地址：上海市广东路６８９号海通证券大厦
法定代表人：王开国
联系人：李笑鸣
联系电话：０２１－５３５９４５６６－４１２５
传真：０２１－５３８５８５４９
客服电话：４００－８８８８－００１、（
０２１）９６２５０３
公司网址：ｗｗｗ．ｈｔｓｅｃ．ｃｏｍ
（
１５）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武汉市新华路特８号长江证券大厦
法定代表人：胡运钊
联系人：李良
联系电话：０２７－６５７９９９９９
传真：０２７－８５４８１９００
客服电话：９５５７９或４００８－８８８－９９９
公司网址：ｗｗｗ．９５５７９．ｃｏｍ
（
１６）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深圳市福田区益田路江苏大厦Ａ座４０—４５层
办公地址：深圳市福田区益田路江苏大厦Ａ座４０—４５层
法定代表人：宫少林
联系人：林生迎
电话：０７５５－８２９４３６６６
传真：０７５５－８２９４３２３７
客户服务热线：９５５６５、４００８８８８１１１、（
０７５５）２６９５１１１１
公司网址：ｗｗｗ．ｎｅｗｏｎｅ．ｃｏｍ．ｃｎ
（
１７）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广州天河区天河北路１８３－１８７号大都会广场４３楼
办公地址：广州天河北路大都会广场５、１８、１９、３６、３８、４１和４２楼
法定代表人：林治海
联系人：黄岚
统一客户服务热线：９５５７５或致电各地营业网点
公司网站：ｗｗｗ．ｇｆ．ｃｏｍ．ｃｎ
（
１８）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深圳市罗湖区红岭中路１０１２号国信证券大厦
办公地址：深圳市罗湖区红岭中路１０１２号国信证券大厦十六层至二十六层
法定代表人：何如
联系人：齐晓燕
电话：０７５５－８２１３０８３３
传真：０７５５－８２１３３９５２
客户服务电话：９５５３６
公司网址：ｗｗｗ．ｇｕｏｓｅｎ．ｃｏｍ．ｃｎ
（
１９）华福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福州市五四路１５７号新天地大厦７、８层
办公地址：福州市五四路１５７号新天地大厦７至１０层
法定代表人：黄金琳
联系人：张腾
电话：（
０５９１）８７３８３６２３
传真：（
０５９１）８７３８３６１０
统一客户服务电话：９６３２６（
福建省外请先拨０５９１）
公司网址：ｗｗｗ．ｈｆｚｑ．ｃｏｍ．ｃｎ
（
２０）申银万国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上海市常熟路１７１号
办公地址：上海市常熟路１７１号
法定代表人：丁国荣
联系人：李清怡
电话：０２１－５４０３３８８８

传真：０２１－５４０３５３３３
客户服务电话：９５５２３或４００８８９５５２３
公司网址：ｗｗｗ．ｓｙｗｇ．ｃｏｍ
（
２１）第一创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深圳市罗湖区笋岗路１２号中民时代广场 Ｂ 座２５、２６层
办公地址：深圳市罗湖区笋岗路１２号中民时代广场 Ｂ 座２５、２６层
法定代表人：刘学民
联系人：崔国良
电话：（
０７５５）２５８３２８５２
传真：（
０７５５）２５８３１７１８
客户服务电话：４００８８８１８８８
公司网址：ｗｗｗ．ｆｉｒｓｔｃａｐｉｔａｌ．ｃｏｍ．ｃｎ
（
２２）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３５号国际企业大厦Ｃ座
办公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３５号国际企业大厦Ｃ座
法定代表人：顾伟国
联系人：田薇
电话：（
０１０）６６５６８４３０
传真：（
０１０）６６５６８５３６
客服电话：４００－８８８－８８８８
公司网站：ｗｗｗ．ｃｈｉｎａｓｔｏｃｋ．ｃｏｍ．ｃｎ
（
２３）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上海市浦东新区商城路６１８号
办公地址：上海市延平路１３５号
法定代表人：万建华
联系人：芮敏祺
电话：（
０２１）６２５８０８１８－２１３
传真：（
０２１）６２５６９４００
客服电话：９５５２１
公司网址：ｗｗｗ．ｇｔｊａ．ｃｏｍ
（
２４）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上海市静安区新闸路１５０８号
办公地址：上海市静安区新闸路１５０８号
法定代表人：徐浩明
联系人：刘晨、李芳芳
联系电话：０２１－２２１６９９９９
客户服务热线：４００８８８８７８８、１０１０８９９８
公司网址：ｗｗｗ．ｅｂｓｃｎ．ｃｏｍ
（
２５）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江苏省南京市中山东路９０号华泰证券大厦
法定代表人：吴万善
联系人：程高峰
电话：０２５－８４４５７７７７－８９３
传真：０２５－８４５７９７６３
客户咨询电话：９５５９７
公司网址：ｗｗｗ．ｈｔｓｃ．ｃｏｍ．ｃｎ
（
２６）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深圳市福田区金田路大中华国际交易广场８楼
办公地址：深圳市福田区金田路大中华国际交易广场８楼（
５１８０４８）
法定代表人：杨宇翔
联系人：郑舒丽
电话： ０７５５－２２６２６３９１
开放式基金业务传真：０７５５－８２４００８６２
客服电话：９５５１１—８
公司网址： ｗｗｗ．ｐｉｎｇａｎ．ｃｏｍ
（
２７）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长春市自由大路１１３８号
办公地址：长春市自由大路１１３８号
法定代表人：矫正中
联系人：安岩岩
开放式基金咨询电话：４００６０００６８６
开放式基金业务传真：（
０４３１）８５０９６７９５
公司网址：ｗｗｗ．ｎｅｓｃ．ｃｎ
（
２８）德邦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上海市普陀区曹杨路５１０号南半幢９楼
办公地址：上海市福山路５００号城建大厦２６楼
法定代表人：方加春
联系人：罗芳
电话：０２１－６８７６１６１６
传真：０２１－６８７６７９８１
客户服务电话：４００－８８８－８１２８
公司网址：ｗｗｗ．ｔｅｂｏｎ．ｃｏｍ．ｃｎ
（
２９）信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闹市口大街９号院１号楼
法定代表人：高冠江
联系人：唐静
电话：０１０－６３０８１０００
传真：０１０－６３０８０９７８
客服电话：４００－８００－８８９９
公司网址：ｗｗｗ．ｃｉｎｄａｓｃ．ｃｏｍ
（
３０）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朝阳区新源南路６号京城大厦
法定代表人：王东明
联系人：张于爱
电话：０１０－８４８６４８１８
传真：０１０－８４８６５５６０
公司网址：ｗｗｗ．ｅｃｉｔｉｃ．ｃｏｍ
（
３１）民生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东城区建国门内大街２８号民生金融中心Ａ座１６－２０层
办公地址：北京市东城区建国门内大街２８号民生金融中心Ａ座１６－２０层
法定代表人：岳献春
客服热线：４００６ １９ ８８８８
公司网址：ｗｗｗ．ｍｓｚｑ．ｃｏｍ
（
３２）五矿证券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深圳市福田区金田路４０２８号荣超经贸中心办公室４７层０１单元
办公地址：深圳市福田区金田路４０２８号经贸中心４７－４９楼
法定代表人：张永衡
联系人：赖君伟
电话：０７５５－２３９０２４００
传真；０７５５－８２５４５５００
客服电话：４００１８－４００２８
公司网址：ｗｗｗ．ｗｋｚｑ．ｃｏｍ．ｃｎ
（
３３）中信万通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青岛市崂山区苗岭路２９号澳柯玛大厦１５层（
１５０７－１５１０室）
办公地址：青岛市崂山区深圳路２２２号青岛国际金融广场１号楼第２０层
法定代表人：张智河
联系人：吴忠超
电话：０５３２－８５０２２３２６
传真：０５３２－８５０２２６０５
客户咨询电话：０５３２－９６５７７
公司网址：ｗｗｗ．ｚｘｗｔ．ｃｏｍ．ｃｎ
（
浙江）有限责任公司
３４）中信证券（
住所：浙江省杭州市中河南路１１号万凯庭院商务楼Ａ座
办公地址：浙江省杭州市中河南路１１号万凯庭院商务楼Ａ座
法定代表人：刘军
联系人：王勤
联系电话：０５７１－８５７８３７５０
客户咨询电话：０５７１－９６５９８
公司网址：ｗｗｗ．ｂｉｇｓｕｎ．ｃｏｍ．ｃｎ
（
３５）红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昆明市北京路１５５号附１号红塔大厦９楼
办公地址：昆明市北京路１５５号附１号红塔大厦９楼
法定代表人：况雨林
联系人： 王敏
电话：０８７１－３５７７０１１
客户服务电话：０８７１－３５７７９３０
公司网址：ｗｗｗ．ｈｏｎｇｔａｓｔｏｃｋ．ｃｏｍ
（
３６）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成都市东城根上街９５号
办公地址：成都市东城根上街９５号
法定代表人：雷波
联系人姓名：王丹
联系人电话：０２８－８６６９０１２５
联系人传真：０２８－８６６９０１２６
客服电话：０２８－９５１０５１１１
公司网址：ｗｗｗ．ｇｊｚｑ．ｃｏｍ．ｃｎ
（
３７）华龙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甘肃省兰州市东岗西路６３８号财富大厦
办公地址：甘肃省兰州市东岗西路６３８号财富大厦２１楼
法定代表人：李晓安
联系人：李昕田
电话：０９３１－８８８８０８８
传真：０９３１－４８９０５１５
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６８９８８８８、９６６６８
公司网址：ｗｗｗ．ｈｌｚｑｇｓ．ｃｏｍ
（
３８）江海证券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香坊区赣水路５６号
办公地址：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香坊区赣水路５６号
法定代表人：孙名扬
联系人：张宇宏
电话：０４５１－８２３３６８６３
传真：０４５１－８２２８７２１１
客户服务热线：４００－６６６－２２８８
公司网址：ｗｗｗ．ｊｈｚｑ．ｃｏｍ．ｃｎ
（
３９）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
住所：北京建国门外大街１号国贸大厦２座２７层及２８层
法定代表人：李剑阁
联系人：罗春蓉，武明明
联系电话：０１０－６５０５１１６６或直接联系各营业部
公司网站：ｈｔｔｐ：／／ ｗｗｗ．ｃｉｃｃ．ｃｏｍ．ｃｎ
（
４０）深圳众禄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住所：深圳市罗湖区深南东路５０４７号发展银行大厦２５楼Ｉ、Ｊ单元
法定代表人：薛峰
联系人：张玉静
联系电话：０７５５－３３２２７９５３
客服电话：４００６－７８８－８８７
公司网站：ｗｗｗ．ｚｌｆｕｎｄ．ｃｎ 及 ｗｗｗ．ｊｊｍｍｗ．ｃｏｍ
３．场内代销机构
本基金办理场内认购业务的代销机构为具有基金代销业务资格的深交所会
员。 具有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基金代销业务资格且符合风险控制要求的深交所会员
单位可以办理本基金的场内申购业务； 具有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基金代销业务资格
的深交所会员单位可以办理本基金的场内赎回业务。
（
二）注册登记机构
名称：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中国北京西城区太平桥大街１７号
办公地址：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１７号
法定代表人：金颖
联系人：朱立元
电话：（
０１０）５９３７８８８８
传真：（
０１０）６６２１０９３８
（
三）出具法律意见书的律师事务所和经办律师
名称：上海市通力律师事务所
注册地址：上海市银城中路６８号时代金融中心１９楼
办公地址：上海市银城中路６８号时代金融中心１９楼
负责人：韩炯
电话：（
０２１）３１３５８６６６
传真：（
０２１）３１３５８６００
联系人：吕红
经办律师：吕红、安冬
（
四）审计基金财产的会计师事务所
名称：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陆家嘴环路１３１８号星展银行大厦６楼
办公地址：上海市湖滨路２０２号普华永道中心１１楼
法定代表人：杨绍信
电话：（
０２１）２３２３８８８８
传真：（
０２１）２３２３８８００
经办注册会计师：汪棣、庄贤
五、基金的名称
本基金名称：长盛沪深３００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ＬＯＦ）
六、基金的类型
１、基金的类型：股票型基金。
２、基金的运作方式：上市契约型开放式。
３、基金存续期间：不定期。
七、基金的投资目标
本基金采取指数化投资，通过严格的投资纪律约束和数量化风险管理手段，力
争控制本基金净值增长率与业绩比较基准之间的日均跟踪偏离度绝对值误差小于
０．３５％，且年化跟踪误差小于４％，以实现对基准指数的有效跟踪。
八、基金的投资范围
本基金为股票指数型基金，投资范围为具有良好流动性的金融工具，包括国内
依法发行上市的股票、债券、权证以及中国证监会允许基金投资的其他金融工具。
其中，股票资产投资比例不低于基金资产净值的９０％，投资于沪深３００ 指数成份股
和备选成份股的资产不低于股票资产的８０％； 保持不低于基金资产净值５％的现金
以及到期日在一年以内的政府债券。
如法律法规或监管机构以后允许基金投资其他品种， 基金管理人在履行适当
程序后，可以将其纳入投资范围。
九、基金的投资策略与程序
（
一）投资策略
本基金采用抽样复制指数的投资策略， 综合考虑标的指数样本中个股的自由
流通市值规模、流动性、行业代表性、波动性与标的指数整体的相关性，通过抽样方

式构建基金股票投资组合，并优化确定投资组合中的个股权重，以实现基金净值增
长率与业绩比较基准之间的日均跟踪偏离度绝对值误差小于０．３５％，且年化跟踪误
差小于４％的投资目标。
当成份股发生分红、配股、增发等行为时，或因基金的申购和赎回等对本基金
跟踪业绩比较基准的效果可能带来影响时，或因某些特殊情况导致流动性不足时，
或因其他原因导致无法有效复制和跟踪基准指数时， 基金管理人可以对投资组合
管理进行适当变通和调整，最终使跟踪误差控制在限定的范围之内。 本基金建仓时
间为３个月，本基金将在基金合同生效３个月内使投资组合比例达到《
基金合同》的
相关规定。
１、资产配置策略
本基金首先确定基金资产中股票和现金之间的配置比例， 再进一步以抽样复
制基准指数的方法，确定抽样组合中各行业及个股的配置比例。 本基金股票资产不
低于基金资产净值的９０％，在巨额申购赎回发生、成份股大比例分红等情况下，管
理人将在综合考虑冲击成本因素和跟踪效果后， 及时将股票配置比例调整至合理
水平。
２、股票组合构建
本基金采用抽样复制基准指数的方法，在综合考虑个股的自由流通市值规模、
个股流动性、行业代表性、波动性以及抽样组合与标的指数的相关性等因素的基础
上，采用“
分层抽样 ＋优化抽样”的两阶段抽样方法，选择标的指数成份股票或被选
成份股票构建基金的抽样股票投资组合，并优化确定投资组合中的个股配置比例。
（
１）股票筛选
本基金在抽样复制指数投资时，首先进行样本成份股初步筛选，通常初步筛选
的股票样本为标的指数全部成份股和备选成份股，作为下一步分层抽样的基础。 但
在特殊情况下，如指数成份股调整、长期停牌或样本个股流动性较差时，则相应调
整股票初选股票样本或剔除流动性较差的股票样本。
（
２）分层抽样
在初选出的样本股票的基础上，首先按照行业分类方法进行行业类别划分，然
后根据每个行业类别在标的指数中的权重、个股在行业类别中的权重、个股收益波
动性和所在行业收益相关性进行抽样选取， 并优先抽取收益波动与标的指数高度
相关的个股。
在分层抽样中， 首先控制约束抽样股票组合中的行业权重及收益风险特征代
表性与标的指数一致， 且控制抽样股票组合中的行业内样本个股与行业整体的收
益风险特征高度相关。
（
３）优化抽样
对于分层抽样后的股票样本组合，采用进一步优化方法并确定个股的权重，考
虑标的指数总体收益和风险的特征情况， 通过投资组合优化模型构建基金的股票
资产组合，同时保证较小的调整频率和追踪成本。
优化方法是基于样本组合与标的指数的跟踪误差限制， 即以跟踪误差最小化
为目标函数，并以样本组合内个股集中度，组合资产规模和交易成本为附加约束条
件，采用二次规划优化算法和模型，确定抽样组合及组合中个股的权重。
（
４）最终组合
对于“
分层抽样 ＋优化抽样”的两阶段抽样方法得到的股票组合，将被用来构
建本基金的最终股票组合。 由于指数成份股的周期性变动，以及成份股的权重的变
化，抽样组合将不定期进行有效跟踪，并进行相应的调整样本组合，即再“
分层＋优
化”抽样，以保证样本组合与标的指数的跟踪误差最小化。
为了能够更好的跟踪标的指数，如果今后由于基准指数成份股结构的变化，其
他抽样复制方法将更适合对基准指数的跟踪，本基金将做相应的变更。 对于抽样复
制方法的变更，无需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但本基金管理人需在方法变更前２
个工作日内在至少一种指定媒体上刊登公告，并阐明变更抽样复制方法的原因。
３、股票组合调整
（
１）组合调整原则
本基金为抽样复制的指数型基金， 基金所构建的指数化投资组合将根据基准
指数成份股及其权重的变动而进行相应调整。 同时，本基金还将根据法律法规中的
投资比例限制、申购赎回变动情况、配股增发因素等变化，对基金投资组合
进行适时调整， 以保证基金净值增长率与业绩比较基准间的高度正相关和跟
踪误差最小化。
（
２）组合调整方法
①跟踪调整
Ａ、定期性调整
本基金所构建的投资组合将主要根据所跟踪的目标指数对其成份股的调整而
进行相应的跟踪调整。 本基金将按照标的指数对成份股及其权重的调整方案，在考
虑跟踪误差风险的基础上，对股票投资组合进行相应调整。
本基金所构建的指数化投资组合为经过优化处理的抽样复制组合， 将每季度
末根据上述抽样复制方法调整股票组合及个股配置比例。
Ｂ、不定期调整
根据指数编制规则，当标的指数成份股因增发、送配等股权变动而需进行成份
股权重调整时， 本基金将根据中证指数公司在股权变动公告日次日发布的临时调
整决定及其需调整的权重比例，并根据抽样复制方法对股票组合进行相应调整。
Ｃ、基于流动性及法律法规限制的调整
如果因抽样组合中个股停牌限制、 交易量暂时不足等市场流动性因素或法律
法规规定的投资限制，使得基金管理人无法顺利购买某成份股，本基金管理人将视
当时市场情况，综合考虑投资者利益和跟踪误差最小化，决定部分持有现金或买入
相关的替代性股票。 替代股票的选取遵循“
同行业基础上价格相关性”原则，对于需
要进行替代的股票，其替代股票将从标的指数样本或被选成份股中选取，具体将在
考虑股票流动性等因素的前提下，在同行业范围内，选取相关性较大的股票进行替
代。
Ｄ、在其他不影响指数复制的情况下，本基金管理人可以根据市场情况，在跟踪
误差最小化的条件下，对基金资产组合进行适当的调整。
４、债券投资策略
本基金管理人将基于对国内外宏观经济形势的深入分析、 国内财政政策与货
币市场政策等因素对债券市场的影响，进行合理的利率预期，判断债券市场的基本
走势，久期控制下的资产类属配置策略。 在债券投资组合构建和管理过程中，本基
金管理人将具体采用期限结构配置、市场转换、信用利差和相对价值判断、信用风
险评估、现金管理等管理手段进行个券选择。
本基金债券投资的目的是在保证基金资产流动性的基础上， 有效利用基金资
产，提高基金资产的投资收益。
５、权证投资策略
在法律法规许可时，本基金可基于谨慎原则对权证进行投资，即根据权证合理
估值差价” 以及权证合理价值对定价参数的敏感
价值与其市场价格间的差幅即 “
性，结合标的股票合理价值考量，决策买入、持有或沽出权证。
（
二）投资决策依据与交易机制
１、投资决策依据
有关法律法规、 基金合同以及标的指数的相关规定是基金管理人运用基金财
产的决策依据。
２、投资管理体制
本基金管理人实行投资决策委员会领导下的基金经理负责制。 投资决策委员
会负责做出有关标的指数重大调整的应对决策、基金组合重大调整的决策，以及其
他单项投资的重大决策。 基金经理负责做出日常标的指数跟踪维护过程中的组合
构建、组合调整等决策。
３、投资管理程序
研究、投资决策、组合构建、交易执行、投资绩效评估、组合监控与调整各环节
的相互协调与配合，构成了本基金的投资管理程序。
（
１）研究。 基金管理人的研究部依托公司整体研究平台，整合外部信息包括券
商等外部研究力量的研究成果，开展标的指数跟踪、成份股公司行为等相关信息的
搜集与分析、流动性分析、误差及其归因分析等工作，并撰写相关的研究报告，作为
本基金投资决策的重要依据。
（
２）投资决策。 基金管理人的投资决策委员会依据研究部提供的研究报告，定
期或遇重大事件时临时召开投资决策委员会议，对相关事项做出决策。 基金经理根
据投资决策委员会的决议，做出基金投资管理的日常决策。
（
３）组合构建。 结合研究报告，基金经理主要采取抽样复制法，即按照标的指数
的成份股组成及其权重构建基金抽样股票投资组合， 并根据标的指数成份股及其
权重的变动而进行相应的调整。 在追求跟踪误差和跟踪偏离度最小化的前提下，基
金经理可采取适当的方法，提高投资效率，降低交易成本，控制投资风险。
（
４）交易执行。 基金管理人的交易部负责本基金的具体交易执行，交易部同时
履行一线监控的职责。
（
５） 投资绩效评估。 本基金管理人定期和不定期对本基金的投资绩效进行评
估，并撰写相关的绩效评估报告，确认基金组合是否实现了投资预期，投资策略是
否成功，并对基金组合误差的来源进行归因分析等。 基金经理依据绩效评估报告总
结或检讨以往的投资策略，如果需要，亦对投资组合进行相应的调整。
（
６）组合监控与调整。 基金经理根据标的指数的每日变动情况，结合成份股等
的基本面情况、流动性状况、基金申购赎回的现金流量情况，以及基金投资绩效评
估结果等，对基金投资组合进行动态监控和调整，密切跟踪标的指数。
基金管理人在确保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的前提下， 根据环境的变化和基金实
际投资的需要，有权对上述投资程序做出调整，并将调整内容在基金招募说明书及
招募说明书更新中予以公告。
十、基金的业绩比较标准
本基金业绩比较基准＝９５％×沪深３００ 指数收益率＋５％×一年期银行定期存款
利率（
税后）。
沪深３００ 指数是由上海证券交易所和深圳证券交易所授权， 由中证指数有限
公司开发的中国Ａ 股市场指数，它的样本选自沪深两个证券市场，覆盖了大部分流
通市值，其成份股票为中国Ａ 股市场中代表性强、流动性高的股票，能够反映Ａ 股
市场总体发展趋势。
本基金认为，该业绩比较基准目前能够有效地反映本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 如
果今后法律法规发生变化，或者有更权威的、更能为市场普遍接受的业绩比较基准
推出，或者是市场上出现更加适合用于本基金的业绩基准的股票指数时，本基金可
以在履行适当程序后变更业绩比较基准。 经与基金托管人协商一致，本基金变更业
绩比较基准应报中国证监会备案，并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媒体上及时公告。
十一、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
本基金是一只股票指数型基金，属于较高预期风险、较高预期收益的证券投资
基金品种，其预期风险与收益高于混合型基金、债券型基金与货币市场基金。
十二、基金的投资组合报告
本投资组合报告所载数据取自长盛沪深３００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ＬＯＦ）２０１２年第
２季度报告，本报告中所列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１、报告期末基金资产组合情况
占基金总资产的比例
序号
项目
金额（元）
（％ ）
１ 权益投资
１７１，６２８，５５２．０９
９２．１７
其中：股票
，
，
１７１ ６２８ ５５２．０９
９２．１７
２ 固定收益投资
－
－
其中：债券
－
－
资产支持证券
－
－
３ 金融衍生品投资
－
－
４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
－
其中：买断式回购的买入返售金融资
－
－
产
５ 银行存款和结算备付金合计
１３，９５４，０８７．３９
７．４９
６ 其他资产
６２３，９３１．１０
０．３４
７ 合计
１８６，２０６，５７０．５８
１００．００
２、 报告期末按行业分类的股票投资组合
（
１）指数投资部分
代码

Ａ
Ｂ
Ｃ
Ｃ０
Ｃ１
Ｃ２
Ｃ３
Ｃ４
Ｃ５
Ｃ６
Ｃ７
Ｃ８
Ｃ９９
Ｄ
Ｅ
Ｆ
Ｇ
Ｈ
Ｉ
Ｊ
Ｋ
Ｌ
Ｍ

行业类别
农、林、牧、渔业
采掘业
制造业
食品、饮料
纺织、服装、皮毛
木材、家具
造纸、印刷
石油、化学、塑胶、塑料
电子
金属、非金属
机械、设备、仪表
医药、生物制品
其他制造业
电力、煤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
建筑业
交通运输、仓储业
信息技术业
批发和零售贸易
金融、保险业
房地产业
社会服务业
传播与文化产业
综合类
合计

公允价值（元）

１，０６１，４３６．０２
１６，６２０，５３４．４６
５９，５７１，６３２．４４
１２，６９０，８３５．５０
５２１，０９２．３８
－
－
３，２０２，３６４．９７
１，８５４，２６５．６５
１４，３２１，８１９．０２
１８，９３２，５８５．６５
７，９９５，０８６．９９
５３，５８２．２８
３，９０４，６６８．６２
４，９８３，６４５．１８
４，８５３，６１０．７１
５，１３８，９４４．４６
４，６８６，１５８．８３
５２，７４４，６７１．９９
９，８３３，２２６．９１
１，５５２，４５０．２１
３６７，２０１．７９
２，９１６，７３３．４７
１６８，２３４，９１５．０９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
（％ ）

０．５８
９．０９
３２．５８
６．９４
０．２８
－
－
１．７５
１．０１
７．８３
１０．３５
４．３７
０．０３
２．１４
２．７３
２．６５
２．８１
２．５６
２８．８４
５．３８
０．８５
０．２０
１．５９
９２．００

（
２）积极投资部分
代码

Ａ
Ｂ
Ｃ
Ｃ０
Ｃ１
Ｃ２
Ｃ３
Ｃ４
Ｃ５
Ｃ６
Ｃ７
Ｃ８
Ｃ９９
Ｄ
Ｅ
Ｆ
Ｇ
Ｈ
Ｉ
Ｊ
Ｋ
Ｌ
Ｍ

行业类别
农、林、牧、渔业
采掘业
制造业
食品、饮料
纺织、服装、皮毛
木材、家具
造纸、印刷
石油、化学、塑胶、塑料
电子
金属、非金属
机械、设备、仪表
医药、生物制品
其他制造业
电力、煤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
建筑业
交通运输、仓储业
信息技术业
批发和零售贸易
金融、保险业
房地产业
社会服务业
传播与文化产业
综合类
合计

公允价值（元）

－
２２７，９５０．００
１，４６０，７７１．００
９４，７０５．００
１６７，１００．００
－
－
３６６，８５２．００
４３２，９５１．００
２１０，４８３．００
１８８，６８０．００
－
－
１０９，００５．００
３９１，２８６．００
－
－
２０６，９７３．００
５８６，３５６．００
２０９，１９６．００
－
２０２，１００．００
－
３，３９３，６３７．００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
（％ ）

－
０．１２
０．８０
０．０５
０．０９
－
－
０．２０
０．２４
０．１２
０．１０
－
－
０．０６
０．２１
－
－
０．１１
０．３２
０．１１
－
０．１１
－
１．８６

３、报告期末指数投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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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民生银行
６０００１６
１，０２３，９４３
６，１３３，４１８．５７
３．３５
中国平安
１２６，４７８
５，７８５，１０３．７２
３．１６
６０１３１８
交通银行
６０１３２８
１，０９９，９９３
４，９９３，９６８．２２
２．７３
兴业银行
６０１１６６
３５３，７３７
４，５９１，５０６．２６
２．５１
贵州茅台
１５，８３２
３，７８６，２２２．８０
２．０７
６００５１９
中信证券
６０００３０
２７６，５７２
３，４９３，１０４．３６
１．９１
浦发银行
６０００００
４２３，０８６
３，４３９，６８９．１８
１．８８
万 科Ａ
０００００２
３６６，０６８
３，２６１，６６５．８８
１．７８
海通证券
２９２，８３１
２，８１９，９６２．５３
１．５４
６００８３７
中国太保
６０１６０１
１１８，８７４
２，６３６，６２５．３２
１．４４
报告期末积极投资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五名股票投
资明细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９
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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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京东方Ａ
０００７２５
１２１，６００
２３２，２５６．００
０．１３
杰瑞股份
４，７００
２２７，９５０．００
０．１２
００２３５３
山东钢铁
６０００２２
８１，９００
２１０，４８３．００
０．１２
泛海建设
４６，８００
２０９，１９６．００
０．１１
００００４６
中国水电
６０１６６９
４７，８００
２０８，８８６．００
０．１１
４、报告期末按债券品种分类的债券投资组合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债券。
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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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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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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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名权证投资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权证。
８、投资组合报告附注
（
１）报告期内基金投资的前十名证券的发行主体无被监管部门立案调查，无在
报告编制日前一年内受到公开谴责、处罚。
（
２）基金的前十名股票，均为基金合同规定备选股票库之内的股票。
（
３）其他资产构成

１
２
３
４
５

序号

名称
存出保证金
应收证券清算款
应收股利
应收利息
应收申购款
其他应收款
待摊费用
其他
合计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９

金额（元）

２５０，０００．００
－
３３３，６６０．２１
２，５４５．０４
３７，７２５．８５
－
－
－
６２３，９３１．１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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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末指数投资前十名股票中存在流通受限情况的说明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指数投资前十名股票不存在流通受限情况。
期末积极投资前五名股票中存在流通受限情况的说明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积极投资前五名股票不存在流通受限情况。
十三、基金的业绩
本基金成立以来的业绩如下：
业绩比较基准
净值增长 净值增长率标 业绩比较基准
收益率标准差
准差 ②
收益率 ③
率①

项 目

①－③

②－④

④

２０１０年８月４日
（基金合同生效
５．７０％
日）至 ２０１０年 １２
月 ３１日
２０１１年度
－２３．０９％
至
２０１２．１．１

２０１２．６．３０
２０１０年８月４日
（基金合同生效
日）至 ２０１２年 ６月
３１日

１．３６％

８．７９％

１．５１％

－３．０９％

－０．１５％

１．２１％

－２３．７３％

１．２３％

０．６４％

－０．０２％

５．８１％

１．２４％

４．８３％

１．２６％

０．９８％

－０．０２％

－１３．９８％

１．２５％

－１３．０１％

１．３０％

－０．９７％

－０．０５％

基金管理人依照恪尽职守、诚实信用、谨慎勤勉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财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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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其未来表
现。 投资有风险，投资者在做出投资决策前应仔细阅读本基金的招募说明书。
十四、基金费用与税收
（
一）基金费用的种类
１、基金管理人的管理费；
２、基金托管人的托管费；
３、基金财产拨划支付的银行费用；
４、基金合同生效后的基金信息披露费用；
５、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费用；
６、基金合同生效后与基金有关的会计师费和律师费；
７、基金的证券交易费用；
８、依法可以在基金财产中列支的其他费用。
二）基金费用计提方法、计提标准和支付方式
（
１、基金管理人的管理费
本基金的管理费按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的０．７５％年费率计提。 管理费的计算方
法如下：
Ｈ＝Ｅ×０．７５％÷当年天数
Ｈ为每日应计提的基金管理费
Ｅ为前一日的基金资产净值
基金管理费每日计算，按月支付，由基金管理人向基金托管人发送基金管理费
划款指令，基金托管人复核后于次月首日起３个工作日内从基金财产中一次性支付
给基金管理人。 若遇法定节假日、休息日，支付日期顺延。
２、基金托管人的托管费
本基金的托管费按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的０．１５％的年费率计提。 托管费的计算
方法如下：
Ｈ＝Ｅ×０．１５％÷当年天数
Ｈ为每日应计提的基金托管费
Ｅ为前一日的基金资产净值
基金托管费每日计算，按月支付，由基金管理人向基金托管人发送基金托管费
划款指令， 基金托管人复核后于次月首日起３个工作日内从基金财产中一次性支
取。 若遇法定节假日、休息日，支付日期顺延。
上述（
一）基金费用的种类中第３－８项费用，根据有关法规及相应协议规定，按
费用实际支出金额列入当期费用，由基金托管人从基金财产中支付。
三）与基金销售有关的费用
（
本基金的申购费、赎回费的费率水平、计算公式、收取方式和使用方式请详见
本招募说明书“
第九部分 基金份额的场外申购、转换与赎回”和“
第十部分 基金份
额的场内申购与赎回”中的相关规定。 不同基金间转换的转换费，相关规则由基金
管理人届时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基金合同的规定制定并公告。 基金申购、赎回费和
基金转换费由基金投资者承担，不列入基金财产。
（
四）不列入基金费用的项目
下列费用不列入基金费用：
１、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因未履行或未完全履行义务导致的费用支出或基
金财产的损失；
２、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处理与基金运作无关的事项发生的费用；
基金合同》生效前的相关费用，包括但不限于验资费、会计师和律师费、信
３、《
息披露费用以及其他费用。
五）费用调整
（
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可根据基金发展情况调低基金管理费率和基金托管
费率。 基金管理人必须最迟于新的费率实施日２日前在指定媒体上刊登公告。
（
六）基金税收
基金和基金份额持有人根据国家法律法规的规定，履行纳税义务。
十五、 对招募说明书更新部分的说明
本招募说明书依据 《
基金法》、《
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
证券投资基金
销售管理办法》、《
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及其他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
对本基金的招募说明书进行了更新，主要更新内容如下：
重要提示”中更新了有关招募说明书更新截止日期的描述。
（
一）在“
（
二）更新了“
三、基金管理人”中的相关信息。
三）更新了“
四、基金托管人”中的相关信息。
（
（
四）更新了“
五、相关服务机构”中的相关内容。
（
五）在“
十二 、基金的投资”中，更新了“
（
十一）基金投资组合报告”的相关内
容。
六）更新了“
十三、基金的业绩”的相关内容。
（
（
七）在“
二十六、其他应披露的事项”中，更新了本次招募说明书更新期间所涉
及的相关信息披露。
十六、 签署日期
本招募说明书（
更新）于２０１２年８月８日签署。
长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一二年八月十六日

长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高级管理人员变更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２０１２年８月１６日
１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管理公司名称

长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 管理办法》、《证 券投
资基金行业高级管理人员任职管理办法》

公告依据
高管变更类型（增聘基金管理公司董事长）
高管变更类型（代任基金管理公司董事长）
高管变更类型（解聘基金管理公司董事长）
高管变更类型（增聘基金管理公司总经理）
高管变更类型（代任基金管理公司总经理）
高管变更类型（解聘基金管理公司总经理）
高管变更类型（增聘基金管理公司副总经理）
高管变更类型（解聘基金管理公司副总经理）
高管变更类型（增聘基金管理公司督察长）
高管变更类型（代任基金管理公司督察长）
高管变更类型（解聘基金管理公司督察长）

－
－
－
－
－
－
－
是

－
－
－

注：－
２ 新任高级管理人员的相关信息
注：－
２．１ 代任高级管理人员的相关信息
注：－
３ 离任高级管理人员的相关信息
离任高级管理人员职务
离任高级管理人员姓名
离任原因
离任日期
是否转任本公司其他工作岗位

常务副总经理
朱剑彪
个人及家庭原因

２０１２－０８－１４
无

注：－
４ 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上述变更事项， 由长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六次会议审议
通过，并已按规定向中国证监会和北京证监局报告。
长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年８月１６日

长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增加诺亚正行为旗下
部分基金代销机构的公告
一、根据长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本公司”）与诺亚正行（
上海）基金
销售投资顾问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诺亚正行”）签署的销售代理协议，自２０１２年８月
１６日起， 诺亚正行将代理销售本公司旗下的长盛中信全债指数增强型债券投资基
金（
前端代码：５１００８０，后端代码：５１１０８０）、长盛同德主题增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前端代码：５１００８１，后端代码：
（
基金代码：５１９０３９）、长盛动态精选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代码：１６０８０５）、长盛同庆中
５１１０８１）、长盛同智优势成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证８００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代码：１６０８０６）、长盛同瑞中证２００指数分级证券
投资基金 （
基金代码：１６０８０８）、 长盛沪深３００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
基金代码：
基金代码：５１９１００）。
１６０８０７）、长盛中证１００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二、同时，为了更好的满足投资者的理财需求，本公司决定自２０１２年８月１６日起
在诺亚正行推出上述基金的定期定额以及基金转换投资业务。 投资者可在诺亚正
行的全国各指定网点及指定渠道进行上述基金的定投及转换业务。 相关业务细则
请遵循诺亚正行具体规定。 如果诺亚正行对本公告披露的定投及转换业务的具体
安排做出调整，请以诺亚正行最新的规定为准。
重要提示：若投资者申请办理定投及转换业务的基金处于暂停申购状态，则本
公司不接受该基金定投及转换业务的申请。 对于相关代销机构已受理、并提交到注
册登记机构的申购申请，注册登记机构将以确认失败处理。
三、重要提示
上述基金原费率请详见各基金的《
基金合同》和《
招募说明书》等相关法律文件
及本公司发布的最新业务公告。
四、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
上海）基金销售投资顾问有限公司
１．？ 诺亚正行（
客服电话：４００－８２１－５３９９
网站：ｈｔｔｐ：／／ｗｗｗ．ｎｏａｈ－ｆｕｎｄ．ｃｏｍ／
２、长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４００－８８８－２６６６（
免长途通话费用）
网站：ｗｗｗ．ｃｓｆｕｎｄｓ．ｃｏｍ．ｃ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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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金的过往业绩及其净值高低并不预示
其未来业绩表现。 本公司提醒投资者在做出投资决策后，基金运营状况与基金净值
变化引致的投资风险，由投资者自行负担。 基金定期定额投资并不等于零存整取等
储蓄方式，不能规避基金投资所固有的风险，也不能保证投资人获得收益。 投资者
投资基金时应认真阅读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文件。
特此公告。
长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一二年八月十六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