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期货市场监控中心商品指数（

2015

年

4

月

27

日）

易盛农产品期货价格系列指数（

2015

年

4

月

27

日）

A11

■ 责编：王超 电话：

010－63070401 E-mail:wangjiao8896@163.com

■ 2015年4月28日 星期二

商品/期货

ommodity·Futures

C

镍发力涨停 有色金属提前“入夏” ?

□本报记者 张利静

周一，有色板块期货品种开门红，沪

镍期货强势涨停，锡、铅、锌和铜铝等涨

幅也非常显著， 整个有色板块涨幅达

2.31%，幅度创今年以来次高。 有分析人

士认为，在美元见顶回落、中国稳步推进

基础建设等影响下， 有色金属有望迎来

一波可观的反弹。

盘面上， 上周五夜盘沪镍主力1507

合约收于涨停板， 周一早盘虽然涨停板

几度被打开，但午后锁定101490元/吨的

涨停价格直至收盘。 沪铜主力1506合约

涨1.41%， 报43880元/吨； 沪铝主力涨

1.14%， 报收13360元/吨， 沪锌主力涨

1.48%， 报16760元/吨。 沪锡主力涨

3.99%，报117960元/吨。

宽松预期叠加旺季效应

对于有色金属板块本轮上涨的逻

辑， 美尔雅期货有色金属研究员王艳红

分析认为， 其背后主要是货币宽松预期

的支撑。

王艳红表示，虽然上次降准政策并

没有带来强劲推升金属价格的动力，市

场对此更多以利多出尽理解，但降准力

度之强令市场明显感受到中国刺激经

济的决心。目前市场预计二季度还将会

有进一步的宽松政策出台。而且近期货

币政策变化的多种可能性已经被广泛

讨论，较为集中的猜测包括央行可能需

要扩展资产负债表，以确保流动性供应

能够满足经济需要，此外还讨论了量化

宽松政策（QE）。“如果这些资金用于

稳增长基建投资，相当于定向QE，对有

色金属会带来巨大利好。 ”

国泰君安期货有色金属研究员许

勇其进一步分析称，宏观上来看，国内

方面，中国货币继续宽松预期支撑金属

价格继续反弹。 4月汇丰制造业PMI初

值49.2，远低于预期和前值49.6，创12

个月新低，货币宽松成为稳增长的常态

政策。 3月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

下滑0.4%；一季度同比下滑2.7%，降幅

比前两月时收窄了1.5个百分点。 降息

减少了企业财务费用支出， 企业盈利

空间增加。“值得注意的是，3月企业财

务费用同比减少了65.9亿元，约合拉动

利润增长1.3个百分点， 而前两月则同

比增加27.4亿元。 中国启动 ‘一路一

带’ 大规模的基建投资计划，以稳定经

济增长， 以及近期公布房地产救市政

策， 对金属后市需求皆有比较明显的

回暖。 ” 他说。

国际方面，美国一季度经济数据继

续向好的势头被天气、 低油价等因素

暂时中止，4月份的议息无疑成了上半

年能否加息的一个风向标。“一旦联储

会议纪要中的措施松口， 美元指数在

97点附近将有较大级别的回调， 这也

将提振金属价格继续向上反弹。 ” 许勇

其指出。

基本面方面，王艳红认为，我国仍处

金属消费旺季，需求快速回暖，现铜升水

被逐步推升，对期铜有一定支撑力度。整

体看宏观面和基本面对有色金属都有潜

在的心理支撑。

长期反转趋势未确立

然而，从基本面看，消费旺季虽然在

一定程度上支撑未来有色金属上涨，但

长期来看， 形成反转型上涨趋势的理由

似乎还不充分。

现货市场方面， 国内现货市场镍价

底部反弹， 上涨幅度较大， 市场运行平

稳。贸易商补货积极性不高，整体成交一

般，终端采购无明显变化。 铜市方面，周

一上海铜现货对当月合约报价在升水

130元-升水180元/吨，上午平水铜主流

成交价在43980-44180元/吨，升水铜主

流成交价在44000-44200元/吨。

“铜价大幅反弹之际，投机商入市低

价收货现象明显，现货升水一度超过200

元/吨，这样又刺激供应增加，市场供大

于求，下游收货谨慎。 ”国信期货研发部

有色金属负责人顾冯达表示。

对于短期及中长期有色金属走势演

变及逻辑支撑，五矿期货有色金属研究员

张傲然分析认为，短期基本面上，尽管中

国宏观经济增速放缓，但供需缺口收窄速

率不足以致使金属在旺季延续一季度供

大于求格局，因此二季度全球精铜库存仍

将周期性下降，这与近期关内现货再次升

水以及沪伦比价大幅走高相对应。 “不

过，着眼全年，供应端海外矿山一季度可

能继续延续去年下半年的同比减产困境，

但形势尚未影响到冶炼厂原料采购，同时

下半年新投产矿山增量仍将继续投入市

场。 粗炼产能方面，国内部分冶炼企业带

来的粗铜增量预计将集中在下半年来到

市场。消费端上固定资产投资下滑继续拖

累精铜消费增速。货币市场持续宽松长远

看将抬高大宗原材料生产成本，但当前尚

未体现出明显拉动铜消费的动力。 ”

“综合看二季度精铜供不应求的格

局下铜价难以走出趋势下跌， 但倘若受

到金融市场乐观情绪推动走高， 届时仍

将出现受到未来供大于求基本面支撑的

新卖点。 ” 张傲然说。

值得注意的是，在近期金属反弹中，

铜的表现并不抢眼。张傲然解释说，这或

是因为单边投机空头已提前离场，例如2

月初至今美国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

（CFTC） 投机空头持仓已大幅下降2.8

万手、沪铜指数持仓则下降12.7万手。

徐小庆：大宗商品难言见底

□本报记者 马爽

近日，浙江敦和投资有限公司宏观

策略总监徐小庆在 “2015海航期货产

业论坛暨首届华北能源化工投资峰会”

上表示，现在言大宗商品价格已形成大

底尚早。

徐小庆表示，短期来看，美元指数

走弱，中国“放水” 预期较强，商品价

格总体存在反弹欲望。 国内化工品中，

铜期货率先反弹后， 近日铁矿石期货

也出现两日涨停。 现在商品做多情绪

在累积，这与预期存在一定关系。 但从

基本面角度看，仅靠市场预期还不够，

若商品基本面未能出现改善， 期价还

将会继续下跌。

他说，从宏观面来看，二季度经济还

未能企稳，可能比一季度还要差。其中一

个重要原因是， 原来的利率水平在一季

度还处于高位没有下来。一般而言，商品

价格需看到工业增速和投资等反映现实

的指标开始回升后才能形成持续反弹。

而工业增速和投资增速回升的一个前提

是企业存款增速企稳回升， 企业存款回

升的前提是短端利率的回落。 而利率水

平下滑对实体经济传导有一定滞后性，

时间至少为1-2个季度。 如果后期利率

水平下来后，要看到企业存款改善，市场

流动性上升，工业品价格才会出现反弹。

比如在2012年， 利率下降企业存款回升

后，商品价格才出现反弹。从这个顺序来

看，现在谈商品形成大底还有点早，可能

要到下半年。

此外，随着旺季进入尾声，终端需

求疲弱迹象越来越明显。 尽管房地产

销售有所回暖， 但难以传导至投资环

节。 政府后期政策会进一步向保增长

倾斜， 这可能会有助于增强市场对下

半年商品反弹预期， 但二季度需求疲

弱局面已难以改变。 整体而言， 在未

来相当长一段时间内， 大宗商品价格

弱势格局难改。

减产威胁供应 沪胶创8个多月新高

□兴证期货 施海

受供应商提价并威胁减产等多重利

多因素刺激作用， 沪胶持续单边大幅上

涨，27日其指数创下去年9月5日高点

14440元以来整整8个多月新高14280

元，主力合约RU1509也创下去年9月18

日高点14375元以来整整8个多月新高

14195元。

首先，从产业上游动态看，全球大型

天胶生产商主动提价促使胶价上涨，23

日， 包括诗董橡胶公司在内的大型橡胶

公司均计划大幅上调橡胶产品售价，甩

开一个以新加坡交易所作为即期橡胶基

准价格的体制。 上述橡胶产商计划在今

年下半年， 较该交易所期货合约价格明

显升水的方式来销售橡胶， 这也凸显橡

胶产商对天胶价格不满， 背景是橡胶价

格已创下自2009年以来最低点，由此可

能导致国际橡胶价格回升。

胶商认为， 新加坡交易所橡胶价格

不能反映橡胶真实生产成本， 胶商不会

再向新加坡交易所交割橡胶， 无意操控

橡胶价格， 所做的是要寻找一个公平合

理的价格，其要反映生产成本才行。目前

橡胶产商正在和轮胎产商等消费商举行

会谈，讨论上述售价调整问题。 24日，诗

董继续强硬表态， 如果胶价不能上涨

10%，将计划减产10%即减产10万吨。

诗董橡胶年产能为120万吨， 其产

出要超过全球第3大橡胶生产国越南1

年的橡胶产量。 另外1家大型橡胶生产

商Halcyon� Agri� Corp� Ltd�（HALC.

SI）表示，将大幅上调长期合同报价，也

不再向新加坡交易所交割橡胶。 该公司

的橡胶产量占全球天然总量的7%。上述

两家公司的橡胶产量占全球橡胶产量的

约20%。 还有一家印尼橡胶生产商也在

做同样的事。 橡胶生产商将直接和终端

用户来谈橡胶售价， 而不再通过现货贸

易商来进行。

上述生产商提价举措得到其他泰国

橡胶生产商的积极呼应， 后者均已通知

泰国橡胶协会将采取和诗董橡胶公司一

样的措施来应对。 印尼橡胶协会主席表

示，支持类似举措，并表示已要求其成员

采取同样的措施。

其次，从中下游反映看，面对上游胶

商的提价举措，国际主要橡胶消费商，诸

如普利司通和固特异等公司在采购原料

方面，拥有充足回旋余地。 轮胎产商称，

如果供应商的这些措施确实是出于商业

上的原因，就会以商业问题对待，这和之

前长期供应合同谈判是一样的。

再次， 从新加坡商品交易所的表

态分析， 橡胶期货价格由市场供需因

素所决定，该所拥有121家合规橡胶生

产商， 橡胶价格持续作为值得信赖的

橡胶行业价格基准， 出自该所的交割

批准工厂名单的橡胶将继续在该所进

行交易和交割， 目前尚未收到任何相

反的官方通知。

分析认为， 诗董主动提价并威胁减

产，对全球胶市构成较强利多推涨作用，

而其与新交所的博弈仍将持续， 虽然最

终结果尚不得而知， 但诗董方面具有较

强定价权，无疑处于积极主动地位，新交

所则处于被动消极地位， 虽然主要产胶

国对胶商的涨价减产政策的支持目前停

留在表态层面， 也尚未有实质性行动积

极跟进，但涨价呼声渐趋强烈，仍可能逐

渐由言论转变为实际行动， 并对胶市供

需关系构成利多作用， 胶价也由此而更

上一层楼， 而中长期难以根本改变天胶

市场供过于求的基本态势。

马文胜：期市工具渐显多层次化

□本报记者 官平

日前， 在新湖期货主办的

“2015全球黄金跨境套利策略

暨QDII发行研讨会”上，新湖期

货董事长马文胜表示，中国期货

市场已从过去的场内衍生品市

场逐渐转向场内场外市场共同

发展，从单纯国内期货市场向建

立与中国经济实力相匹配的具

有国际定价权的国际化期货市

场转变。

目前，原油期货即将在上海

自贸区内上市交易。 马文胜表

示，监管层希望通过原油期货把

海外投资者引入中国市场，且将

原油期货经验复制到黄金、铜等

其他品种。

“交易所上市产品速度在

加快， 且市场工具正在多层次

化，无论是对套保的应用，还是

一些机构发行产品的工具，都越

来越丰富。 ” 马文胜说，交易所

对机构投资者的扶持力度越来

越大，均在探讨场外市场、IT技

术研发如何推动市场整体发展。

去年以来， 监管层提出在

中国要打造一批具有国际竞争

力的衍生品服务集团。 马文胜

表示， 中国大宗商品市场正在

从消费互联到产业互联， 期货

市场、现货市场、非清算的OTC

市场和机构间业务均蕴含着巨

大机会。

净空仓陡降 豆类延续震荡

□本报记者 张利静

周一，豆类期货延续近日震荡走势。豆一主

力报收4226元/吨， 较上一交易日上涨0.84%，

豆粕1509收于2741元/吨， 较上一交易日涨

0.15%；豆油1509合约收于5698元/吨，较前一

日结算价下跌0.07%。

消息方面， 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谷物交

易所发布的周度报告显示，截至4月23日，阿根

廷2014/2015年度大豆收获完成46%， 比一周

前的32.5%高出13.5个点。已经收获的大豆面积

9,131,769公顷， 已经收获的大豆产量为34,

841,893吨。全国单产平均为每公顷3.82吨。 交

易所本周维持阿根廷大豆产量预测值不变，仍

为创纪录的5850万吨。

外盘方面，基金削减空头押注，美豆净空仓

陡降七成。 美国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CFTC）

最新报告显示，截至4月21日当周，基金持有的

芝加哥商品交易所（CBOT）大豆净空仓为10,

748手，较之前一周陡降七成。 其中非商业多头

持仓为183,859手，空头持仓则锐减至194,607

手，当周总持仓为749,699手。

中州期货认为，周一豆一1509合约高开震

荡，短期期价在60日均线附近，上涨的持续性

有待观察，多单宜逢高减持；豆粕1509合约震

荡整理，短期期价重心稳步上移，上方60日均

线存在一定压力，建议在2700-2760元/吨区间

短线操作；豆油1509合约高位震荡，短期依旧

维持强势， 低位多单逢高减持， 关注前期高点

5800元附近压力。

指数名称 开盘价 最高价 最低价 收盘价 涨跌 结算价

易盛农期指数

1100.58 1107.68 1093.90 1104.00 8.52 1101.95

易盛农基指数

1180.94 1187.97 1176.96 1185.05 6.96 1183.65

指数名 开盘 收盘 最高价 最低价 前收盘 涨跌 涨跌幅(%)

商品综合指数

67.74 66.93 0.81 1.21

农产品期货指数

882.84 885.70 886.97 878.81 882.16 3.54 0.40

油脂指数

565.98 568.85 570.18 561.35 565.68 3.17 0.56

粮食指数

1346.10 1350.44 1351.34 1342.83 1346.10 4.34 0.32

软商品指数

856.39 857.06 860.90 850.47 854.22 2.84 0.33

工业品期货指数

723.82 734.38 735.18 721.60 720.75 13.63 1.89

能化指数

692.43 714.26 715.37 689.25 691.10 23.17 3.35

钢铁指数

471.67 479.30 480.44 470.37 470.22 9.08 1.93

建材指数

577.95 583.72 584.58 576.43 576.83 6.89 1.19

海通期货“笑傲江湖” 实盘精英大赛

2015年度鉴证排名

2015-3-2至2015-12-31

排名 选手 综合分值 收益率 收益额

1

成冠投资（激进）

95.2 124.1% 101170320

2 chenyx 66.7 102.1% 79409976

3

成冠财富

2

号

49 98.8% 38223346

4

成冠投资（稳健）

44.8 143.1% 52319095

5

金钱永不眠

25.4 138.6% 6541251

6

林奇

22.7 137.7% 7302427

高频组

排名 选手 综合分值 收益率 收益额

1

贪食蛇

17.2 114.0% 3439393

2

福建莆田东风投资

10.8 87.8% 1854072

3

尚水

3

号

4.6 48.4% 737472

海通期货长期业绩鉴证平台的高频冠军“贪食蛇”凭借惊艳的

绩效获得众多关注，大家好奇于他的经历、交易理念及成功之道。令

人意想不到的是，成就这位短线狙击手的是一股“冲动”。

“贪食蛇”大学毕业即进入某房地产公司，工作两年后遇上

2007

年

A

股牛市，冲动之下辞职做全职交易，先后交易股票、权证和股指

期货。 他说，当初的确很冲动，不过自己很幸运，发现自己更适合做

交易。

“在交易中，这种冲动并不适合，交易要沉得住气，不能看一时

的输赢，从长远看，做得好才是真的好，就像跑马拉松。”回顾八年的

交易之路，“贪食蛇”感慨道。

一份长期稳健的绩效图和一系列的荣誉或许更能说明他的选

择，“贪食蛇”自

2012

年

3

月加入海通期货业绩鉴证平台以来，绩效稳

定上升，已实现累计收益率

822.5%

和累计收益额

1543

万，目前位居

海通期货业绩鉴证平台高频组第一名、马拉松组七强。

除此之外， 他曾以总收益率

424.90%

和总收益额

728

万元斩获

2014

年度海通期货长期业绩鉴证平台高频组冠军； 以总收益率

232.9%

、总收益额

653

万元、最大回撤率

-10.2%

荣获和讯网首届全

国期货实盘大赛综合季军， 隔年再次以收益率

221%

的优异成绩荣

获和讯网第三届全国期货实盘大赛综合冠军。

靓丽绩效的背后是“贪食蛇”对市场独特而深刻的理解和敬畏。

“光明而曲折，就像玻璃天花板，战胜自己的恐惧是这样的难，”“贪

食蛇”介绍道，“我以前交易的时候胆子比较小，希望自己胆子能大

一些，像“贪食蛇”一样。 ”

在每笔交易的风险控制方面，“贪食蛇”有着自己特有的处理方

式，他并没有为每一笔交易设置止损线，他认为风控要按实际情况

来，当感觉到方向不对就要果断止损平仓，保护自己。问及高频交易

最大的风险，他毫不犹豫地指出，状态和心态不好是高频交易最大

的风险，当交易逻辑与市场相悖的时候就容易陷入这样风险。 他解

释道：“遇到状态不好的时候，我强迫自己忘记前面的交易，提醒自

己别想前面的交易，因为还有下一次交易，交易不要太关心账面资

金浮动。 ”(海通期货 肖小珊)

金元惠理金元宝货币市场基金

关于劳动节前两个工作日基金暂停申购、转换转入、定期定额投资业务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15年4月28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金元惠理金元宝货币市场基金

基金简称 金元惠理金元宝货币

基金主代码

620010

基金管理人名称 金元顺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

原

“

金元惠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

公告依据

《

金元惠理金元宝货币市场基金基金合同

》、《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

2015

年部分节假日安排的通知

》

及沪深证券交易所休市安排

暂停相关业务的起始日

、

金额及

原因说明

暂停申购起始日

2015

年

4

月

29

日

暂停转换转入起始日

2015

年

4

月

29

日

暂停定期定额投资起始日

2015

年

4

月

29

日

限制申购金额

（

单位

：

元

）

-

限制转换转入金额

（

单位

：

元

）

-

暂停

（

大额

）

申购

（

转换转入

、

定期

定额投资

）

的原因说明

为了保证基金的平稳运作

，

保护基

金份额持有人利益

。

下属分级基金的基金简称 金元惠理金元宝

A

类 金元惠理金元宝

B

类

下属分级基金的交易代码

620010 620011

该分级基金是否暂停

（

大额

）

申

购

（

转换转入

、

赎回

、

转换转出

、

定期定额投资

）

是 是

注：（1）根据法律法规及《金元惠理金元宝货币市场基金基金合同》的有关规定，金

元顺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决定于2015年4月29日、2015年4月30日暂停金元惠理金元宝

货币市场基金（以下简称“本基金” ）的申购、涉及本基金作为转入方的基金转换和定期

定额投资业务。

（2）2015年4月29日、2015年4月30日，本基金作为转出方的转换、赎回等业务仍照

常办理。 自2015年5月4日起，本基金将恢复办理申购、作为转入方的基金转换和定期定

额投资业务，届时将不再另行公告。

（3）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2015年部分节假日放假和休市安排有关问题的通知》

规定，2015年5月1日（星期五）至5月3日（星期日）为节假日休市，5月4日（星期一）起

照常开市。 2015年劳动节期前，投资者未确认的交易申请、未到账的赎回款项等，将顺延

到假期结束后进行处理。 若投资者于节假前或节假期间需要使用资金，请充分考虑资金

到账所需时间，提前做好交易安排，避免因交易跨越清明节假期带来的不便。

2.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投资者可通过本基金各销售机构及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

（1）金元顺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站：www.jyvpfund.com；

（2）金元顺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客户服务热线：400� 666� 0666；

中欧瑾和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暂停大额申购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15年4月28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中欧瑾和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中欧瑾和灵活配置混合

基金主代码

001173

基金管理人名称 中欧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

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

中欧瑾和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基金合同

》、《

中欧瑾和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

明书

》

等

暂停相关业务的起始日

、

金额及

原因说明

暂停大额申购起始日

2015

年

4

月

28

日

限制申购金额

（

单位

：

元

）

50,000

暂停大额申购的原因说明

为保证中欧瑾和灵活配置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的稳定运作

，

保护

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

。

下属分级基金的基金简称

中 欧 瑾 和 灵 活

配置混合

A

中 欧 瑾 和 灵 活

配置混合

C

下属分级基金的交易代码

001173 001174

该分级基金是否暂停大额申购 是 是

下属分级基金的限制申购基金

（

单位

：

元

）

50,000 50,000

2．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为保证中欧瑾和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本基金” ）的稳定运

作，保护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根据法律法规及本基金基金合同的相关规定，中欧基金

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决定自2015年4月25日起限制本基金申购的金

额，即如单日单个基金账户单笔或多笔累计申购的金额超过50,000元（不含），本公司

有权拒绝。 本基金单日单个基金账户累计申请金额等于或低于50,000元的，全部确认

成功；单日单个基金账户累计申请金额高于50,000元的，则按本公司开放式基金注册

登记系统清算时间顺序，逐笔累加后不超过50,000元（含）限制的申请确认成功，其余

申请笔数确认失败。

实施上述限制期间，本基金的其他业务仍照常办理。

如本基金取消暂停大额申购业务时，本公司将另行公告。

投资者 可 登 陆 本 公 司 网 站 www.lcfunds.com， 或 拨 打 本 公 司 客 服 电 话

400-700-9700、021-68609700咨询相关信息。

关于泰达宏利货币市场基金五一节假期

前暂停申购及转换入业务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15年4月28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泰达宏利货币市场基金

基金简称 泰达宏利货币

基金主代码

162206

基金管理人名称 泰达宏利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

泰达宏利货币市场基金基金合同

》、《

泰

达宏利货币市场基金招募说明书

》

暂停相关业务的起始

日

、

金额及原因说明

暂停申购起始日

2015

年

4

月

29

日

暂停大额申购起始日

-

暂停转换转入起始日

2015

年

4

月

29

日

暂停大额转换转入起始日

-

暂停赎回起始日

-

暂停转换转出起始日

-

暂停定期定额投资起始日

-

限制申购金额

（

单位

：

人民币元

）

-

限制转换转入金额

（

单位

：

人民币元

）

-

暂停

（

大额

）

申购

（

转换转入

、

赎回

、

转

换转出

、

定期定额投资

）

的原因说明

为保证本基金的稳定运作

，

保护基金份

额持有人利益

，

根据国家节日假期安排

、

沪深证券交易所休市的安排以及

《

泰达

宏利货币市场基金基金合同

》

的相关规

定

，

本基金管理人决定于

2015

年

4

月

29

日

、

4

月

30

日暂停本基金的申购及转换转

入业务

。

下属分级基金的基金简称 泰达宏利货币

A

泰达宏利货币

B

下属分级基金的交易代码

162206 000700

该分级基金是否暂停

/

恢复

（

大额

）

申购

（、

转换转入

、

赎回

、

转

换转出

、

定期定额投资

）

是 是

下属分级基金的限制申购金额

（

单位

：

人民币元

）

- -

下属分级基金的限制转换转入金额

（

单位

：

人民币元

）

- -

注：-

2�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1)�本基金将于2015年5月4日起恢复办理上述申购及转换转入业务，届时将不再另

行公告，敬请投资者留意。

(2)�本基金暂停申购及转换转入业务期间，本基金已签约的定期定额投资扣款、转换

转出业务及赎回业务等其他业务仍照常办理；

(3)�若投资者于假期前或假期间需要使用资金，请充分考虑资金到账所需时间，提前

做好交易安排，避免因交易跨越假期而带来不便；

(4)�投资者可以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事项：

i.� �泰达宏利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站：www.mfcteda.com;

ii.�泰达宏利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客户服务热线：400－698－8888（免长话费）或

010－66555662。

泰达宏利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5年4月28日

泰达宏利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变更高级管理人员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15年4月28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管理人名称 泰达宏利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

证券投资基金行业高级管理人员任职管理办法

》、《

证券投

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

高管变更类型 新任基金管理人副总经理

2�新任高级管理人员的相关信息

基金管理人名称 副总经理

新任高级管理人员姓名 刘建

是否经中国证监会核准取得高管任职资

格

是

中国证监会核准高管任职资格的日期

2015-04-27

任职日期

2015-04-27

过往从业经历

1988

年至

2001

年任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金融机构部副

处长

；

2001

年至

2003

年任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资金清算部

负责人

；

2003

年至

2014

年任中银国际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机构

业务部董事总经理

。

2014

年

10

月加盟泰达宏利基金管理有限

公司

，

2015

年

4

月起任泰达宏利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

取得的相关从业资格 基金从业资格

国籍 中国

学历

、

学位 研究生

，

经济学硕士

3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上述变更事项，由泰达宏利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六十六次会议审议通

过，已按规定报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备案。

泰达宏利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5年4月2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