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伟星股份(002003)、浙江世宝(002703)、三圣特材(002742)特别停牌。

升华拜克(600226)、万鸿集团(600681)因重要事项未公告，自1月21日起连续停牌。

宝盈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公布关于

宝盈国家安全战略沪港深股票型证券

投资基金基金合同生效的公告。

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公布关于

博时信用债券投资基金恢复大额申购、

转换转入及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的公告。

长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公布关于

长盛互联网+主题灵活配置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开放日常申购 赎回 转换

及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的公告。

长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公布

关于长信利众分级债券型证券投资基

金分级运作期届满与基金份额转换的

第二次提示性公告。

方正富邦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公布

关于方正富邦优选灵活配置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增加C类份额并修改基金

合同的公告。

光大保德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公

布关于旗下部分基金产品新增深圳新

兰德证券投资咨询有限公司为代销机

构并参与其交易费率优惠活动的公告。

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公布关于

增加南京证券为广发新兴产业精选灵

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代销机构

的公告。

国海富兰克林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布关于富兰克林国海沪港深成长精

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生效

的公告。

申万菱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公布

关于新增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为旗

下开放式基金代销机构并开通转换业

务的公告。

兴业全球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公布

关于兴全新视野灵活配置定期开放混

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参加部分销

售机构申购费率优惠活动的公告。

中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公布关于

中海惠裕纯债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

基金（LOF）官方淘宝店申购费率优惠

的公告。

浦发银行(600000)公布关于获准发行绿

色金融债券的公告。

白云机场(600004)公布2015年年度业绩

预增公告。

华能国际(600011)公布第八届董事会第

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歌华有线(600037)公布关于实际控制人

变更的提示性公告。

四川路桥(600039)公布第六届董事会第

四次会议决议的公告。

浙江广厦(600052)公布关于公司控股股

东股权解除质押的公告。

冠城大通(600067)公布关于股东股份质

押的公告。

浙江富润(600070)公布重大资产重组进

展公告。

金花股份(600080)公布关于公司股东股

权质押解除及再质押的公告。

东方金钰(600086)公布关于公司大股东

进行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的公告。

永鼎股份(600105)公布关于控股股东解

除部分股权质押及再质押的公告。

浙江东方(600120)公布重大资产重组进

展公告。

宏图高科(600122)公布关于发行股份购

买资产的停牌进展公告。

武汉控股(600168)公布重大资产重组进

展公告。

卧龙地产(600173)公布2015年年度业绩

预减公告。

兖州煤业(600188)公布关于境外控股子

公司发布2015年第四季度产量销量的公告。

复星医药(600196)公布关于媒体报道相

关情况的说明。

大唐电信(600198)公布第六届董事会第

三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新湖中宝(600208)公布关于使用闲置自

有资金开展短期理财业务和对闲置募集资金

进行现金管理的进展公告。

亚星客车(600213)公布关于董事辞职的

公告。

浙江医药(600216)公布关于溴夫定及其

片剂获得药物临床试验批件的公告。

升华拜克(600226)公布关于中国证监会

上市公司并购重组审核委员会审核公司重大

资产重组事项的停牌公告。

昌九生化(600228)公布2015年年度业绩

预亏的公告。

山水文化(600234)公布股票交易异常波

动公告。

时代万恒(600241)公布股东股权质押公

告。

ST景谷(600265)公布关于第二大股东

转让公司股份已获国务院国资委批复的公告。

海正药业(600267)公布关于重组抗肿瘤

坏死因子-a全人源单克隆抗体注射液获得临

床批件的公告。

赣粤高速(600269)公布关于签署通信管

线合作框架协议的公告。

武昌鱼(600275)公布重大资产重组进展

公告。

浦东建设(600284)公布关于签订川沙广

场改建、华东路东侧地块绿化项目投资合作协

议的公告。

华仪电气(600290)公布关于提供委托贷

款的公告。

商业城(600306)公布关于计提资产减值

准备及核销资产的公告。

亚星化学(600319)公布第五届董事会第

三十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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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龙盛(600352)公布关于闸北区51～

55街坊及73街坊旧区改造项目的补充公告。

敦煌种业(600354)公布关于股票交易异

常波动公告。

江山股份(600389)公布关于营业执照、

组织机构代码证、税务登记证“三证合一” 的

公告。

金瑞科技(600390)公布关于通过高新技

术企业认定的公告。

红豆股份(600400)公布关于召开2016年

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涪陵电力(600452)公布关于企业法人营

业执照变更的公告。

好当家(600467)公布2015年年度业绩预

增公告。

科力远(600478)公布2015年年度业绩预

盈公告。

安徽水利(600502)公布关于公司管理层

和部分董事、监事增持公司股票计划后续增持

计划的公告。

方大炭素(600516)公布关于2013年度第

一期中期票据兑付的公告。

康美药业(600518)公布2015年公司债券

2016年付息公告。

交大昂立(600530)公布关于2015年度利

润分配预案的预披露公告。

中国软件(600536)公布2015年年度业绩

预增公告。

慧球科技(600556)公布2016年第一次临

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京能电力(600578)公布重大资产重组进

展公告。

卧龙电气(600580)公布关于签订募集资

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的公告。

中孚实业(600595)公布股票交易异常波

动公告。

方正科技(600601)公布关于闲置募集资

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归还的公告。

中毅达(600610)公布关于公司股票复牌

的提示性公告。

鼎立股份(600614)公布非公开发行限售

股上市流通公告。

华鑫股份(600621)公布2016年第一次临

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中技控股(600634)公布关于归还募集资

金的公告。

东方明珠(600637)公布关于使用闲置募

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进展公告。

*ST乐电(600644)公布2015年年度业绩

预盈公告。

中源协和(600645)公布2016年第一次临

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金山开发(600679)公布第七届董事会第

三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金山开发(600679)公布董事会审议变更

证券简称公告。

万鸿集团(600681)公布关于中国证监会

上市公司并购重组审核委员会审核公司重大

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

金暨关联交易相关事项的停牌公告。

刚泰控股(600687)公布简式权益变动报

告书。

盛屯矿业(600711)公布关于收到《非公

开发行公司债券挂牌转让无异议的函》 的公

告。

凤凰股份(600716)公布非公开发行股票

发行结果暨股本变动公告。

天津港(600717)公布2013年度第一期中

期票据付息公告。

山西焦化(600740)公布重大资产重组进

展公告。

中茵股份(600745)公布2016年

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大连控股 (600747)公布关于收

到上海证券交易所问询函及公司回复

的公告。

洲际油气 (600759)公布重大资

产重组继续停牌公告。

运盛医疗 (600767)公布复牌提

示性公告。

综艺股份 (600770)公布重大资

产重组进展公告。

新华百货 (600785)公布关于公

司股东上海宝银创赢投资管理有限公

司收到行政监管措施决定书的公告。

国电电力(600795)公布2015年

发电量情况公告。

新华传媒(600825)公布2016年

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香溢融通 (600830)公布关于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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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银施罗德货币市场证
券投资基金 Ｂ１１７
海富通中国海外精选股
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１９３
海富通大中华精选股票
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２０１

交银施罗德增利债券证
券投资基金 Ｂ１２８
交银施罗德双利债券证
券投资基金 Ｂ１２４

交银施罗德上证１８０公
司治理交易型开放式指
数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
金

Ｂ１２１

交银施罗德精选股票证
券投资基金 Ｂ１１７
交银施罗德稳健配置混
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１２３
交银施罗德成长股票证
券投资基金 Ｂ１２６

交银施罗德蓝筹股票型
证券投资基金 Ｂ１１７
交银施罗德环球精选价
值证券投资基金 Ｂ１３２

交银施罗德优势行业灵
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

Ｂ１２８

交银施罗德先锋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 Ｂ１２３

交银施罗德主题优选灵
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

Ｂ１３０

交银施罗德趋势优先股
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１１９
交银施罗德先进制造股
票证券投资基金 Ｂ１２２

交银施罗德深证３００价
值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
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

Ｂ１２４

交银施罗德全球自然资
源证券投资基金 Ｂ１１９

交银施罗德策略回报灵
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

Ｂ１２７

交银施罗德阿尔法核心
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１２７
交银施罗德消费新驱动
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１２２
交银施罗德理财２１天
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１１８

交银施罗德纯债债券型
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Ｂ１２６
交银施罗德理财６０天
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１１８
交银施罗德双轮动债券
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１２３
交银施罗德荣祥保本混
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１２０

交银施罗德成长３０股
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１２７
交银施罗德荣泰保本混
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１２０

交银施罗德定期支付月
月丰债券型证券投资基
金

Ｂ１２６

交银施罗德定期支付双
息平衡混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

Ｂ１２５

交银施罗德强化回报债
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１１８
交银施罗德新成长股票
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１２１

交银施罗德周期回报灵
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

Ｂ１３０

交银施罗德丰盈收益债
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１３１
交银施罗德丰润收益债
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１２５
交银施罗德丰享收益债
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１３０
交银施罗德丰泽收益债
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１３１

交银施罗德新回报灵活
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
金

Ｂ１２０

交银施罗德荣和保本混
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１１９

交银施罗德多策略回报
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
资基金

Ｂ１２５

交银施罗德国企改革灵
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

Ｂ１３１

华夏保证金理财货币市
场基金 Ｂ３４８
嘉实保证金理财场内实
时申赎货币市场基金 Ｂ０７４
华安安顺灵活配置混合
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１０９

嘉实元和直投封闭混合
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Ｂ０５６
建信恒久价值股票型证
券投资基金 Ｂ１５８
建信货币市场基金 Ｂ１６３
建信优选成长股票型证
券投资基金 Ｂ１６２
建信优化配置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 Ｂ１６１
建信核心精选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 Ｂ１５８

建信稳定增利债券型证
券投资基金 Ｂ１６３
建信收益增强债券型证
券投资基金 Ｂ１５２

建信上证社会责任交易
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
基金联接基金

Ｂ１４５

建信上证社会责任交易
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
基金联接基金

Ｂ０４８

建信内生动力股票型证
券投资基金 Ｂ１５５
建信积极配置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 Ｂ１５６
建信双周安心理财债券
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１５１

建信深证基本面６０交
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
资基金联接基金

Ｂ１６２

建信恒稳价值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 Ｂ１５８
建信双息红利债券型证
券投资基金 Ｂ１５２
建信深证１００指数增强
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１５３

建信社会责任股票型证
券投资基金 Ｂ１５３
建信转债增强债券型证
券投资基金 Ｂ１４４
建信纯债债券型证券投
资基金 Ｂ１５９
建信月盈安心理财债券
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１４６

建信双月安心理财债券
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１６３
建信周盈安心理财债券
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１４４
建信全球机遇股票型证
券投资基金 Ｂ１５４
建信新兴市场优选股票
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１４８

建信全球资源股票型证
券投资基金 Ｂ１５４
汇丰晋信２０１６生命周
期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Ｂ１１４
汇丰晋信龙腾股票型开
放式证券投资基金 Ｂ１１２

汇丰晋信动态策略混合
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１１３
汇丰晋信２０２６生命周
期证券投资基金 Ｂ１１４
汇丰晋信平稳增利债券
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１１１
汇丰晋信大盘股票型证
券投资基金 Ｂ１１４

汇丰晋信中小盘股票型
证券投资基金 Ｂ１１０
汇丰晋信低碳先锋股票
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１１３
汇丰晋信消费红利股票
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１１１
汇丰晋信科技先锋股票
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１１２
汇丰晋信货币市场基金Ｂ１１２
汇丰晋信恒生Ａ股行业
龙头指数证券投资基金Ｂ１１３

诺德价值优势股票型证
券投资基金 Ｂ２２４
诺德成长优势股票型证
券投资基金长基金 Ｂ２２５
诺德中小盘股票型证券
投资基金 Ｂ２２３
诺德优选３０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 Ｂ２２３

诺德周期策略股票型证
券投资基金 Ｂ２２２
诺德主题灵活配置混合
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２２２
诺德增强收益债券型证
券投资基金 Ｂ２２３

金元惠理宝石动力混合
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２４７

书书书

金元顺安成长动力灵活
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
金

Ｂ２４６

金元顺安丰利债券型证
券投资基金 Ｂ２４６
金元顺安价值增长混合
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２４５
金元顺安核心动力股票
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２４５

金元惠理消费主题股票
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２４４
金元顺安保本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 Ｂ２４６
金元惠理新经济主题股
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２４４
金元顺安丰祥债券型证
券投资基金 Ｂ２４５

金元惠理金元宝货币市
场基金 Ｂ２４４
华商领先企业混合型开
放式证券投资基金 Ｂ０８２
华商盛世成长股票型证
券投资基金 Ｂ０８１
华商收益增强债券型证
券投资基金 Ｂ０８１

华商动态阿尔法灵活配
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Ｂ０８４
华商产业升级股票型证
券投资基金 Ｂ０８５
华商稳健双利债券型证
券投资基金 Ｂ０７９

华商策略精选灵活配置
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０８５
华商稳定增利债券型证
券投资基金 Ｂ０７９
华商价值精选股票型证
券投资基金 Ｂ０８３
华商主题精选股票型证
券投资基金 Ｂ０７６

华商现金增利货币市场
基金 Ｂ０７８

华商大盘量化精选灵活
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
金

Ｂ０８４

华商价值共享灵活配置
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０８３
农银汇理行业成长股票
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１８０
农银汇理恒久增利债券
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１８４

农银汇理平衡双利混合
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１８２
农银汇理策略价值股票
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１８５
农银汇理中小盘股票型
证券投资基金 Ｂ１７８
农银汇理大盘蓝筹股票
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１８５

农银汇理货币市场证券
投资基金 Ｂ１８３
农银汇理沪深３００指数
证券投资基金 Ｂ１８３
农银汇理增强收益债券
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１７９

农银汇理策略精选股票
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１８５
农银汇理中证５００指数
证券投资基金 Ｂ１７８
农银汇理消费主题混合
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１８１
农银汇理信用添利债券
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１８１

农银汇理深证１００指数
增强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１８２
农银汇理行业轮动股票
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１８０
农银汇理７天理财债券
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１８６

西部利得策略优选股票
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２２６
西部利得新动向灵活配
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Ｂ２２６
民生加银增强收益债券
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１８９
民生加银精选股票型证
券投资基金 Ｂ１９０

民生加银稳健成长股票
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１８８
民生加银内需增长股票
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１９０
民生加银信用双利债券
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１８７

民生加银红利回报灵活
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
金

Ｂ１９１

民生加银积极成长混合
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Ｂ１９０

平安大华行业先锋股票
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３３８
平安大华策略先锋混合
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３３９
平安大华保本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 Ｂ３４０
平安大华添利债券型证
券投资基金 Ｂ３３８

嘉实增强信用定期开放
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０５５

嘉实中证５００交易型开
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联接基金

Ｂ０５３

华夏大盘精选证券投资
基金 Ｂ３４８
景顺长城品质投资股票
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２３５
华夏优势增长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 Ｂ３４１

南方中债中期票据指数
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
基金

Ｂ２９１

华富保本混合型证券投
资基金 Ｂ２７６
南方顺达保本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 Ｂ２８７
农银汇理低估值高增长
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１８４
嘉实美国成长股票型证
券投资基金 Ｂ０６４

华夏双债增强债券型证
券投资基金 Ｂ３４２
鹏华实业债纯债债券型
证券投资基金 Ｂ３２０
建信消费升级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 Ｂ１４９

华夏盛世精选股票型证
券投资基金 Ｂ３４４

摩根士丹利华鑫纯债稳
定增利１８个月定期开
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２６９

诺安鸿鑫保本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 Ｂ２０７
民生加银转债优选债券
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１８６
华安保本混合型证券投
资基金 Ｂ１０７

嘉实研究阿尔法股票型
证券投资基金 Ｂ０５７
汇添富消费行业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 Ｂ２５１
南方稳利１年定期开放
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２９５

嘉实中证金边中期国债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
投资基金联接基金

Ｂ０５２

华宸未来信用增利债券
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Ｂ２２５

建信安心回报定期开放
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１６０
金鹰元安保本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 Ｂ２７７
嘉实如意宝定期开放债
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０６２
嘉实丰益纯债定期开放
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０７１

中银美丽中国股票型证
券投资基金 Ｂ３６０
汇添富实业债债券型证
券投资基金 Ｂ２５４
华宝兴业服务优选股票
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１７３

农银汇理行业领先股票
型证券投资 Ｂ１８０

民生加银策略精选灵活
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
金

Ｂ１９１

民生加银策略精选灵活
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
金

Ｂ３５１

鹏华双债加利债券型证
券投资基金 Ｂ３２０
华安双债添利债券型证
券投资基金 Ｂ０９６

诺安信用债券一年定期
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
金

Ｂ２０７

华泰柏瑞量化增强混合
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１３７
汇添富美丽３０股票型
证券投资基金 Ｂ２５７

汇添富高息债债券型证
券投资基金 Ｂ２６３
嘉实沪深３００指数研究
增强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０６９
嘉实丰益信用定期开放
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０７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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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顺长城四季金利纯债
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２３４
嘉实丰益策略定期开放
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０７１
华泰柏瑞季季红债券型
证券投资基金 Ｂ１３９

华泰柏瑞丰盛纯债债券
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１４２
诺安泰鑫一年定期开放
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２０５
建信双债增强债券型证
券投资基金 Ｂ１５１

华安易富黄金交易型开
放式证券投资基金联接
基金

Ｂ０９０

汇添富年年利定期开放
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２５６

华安年年红定期开放债
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１００
诺安稳固收益一年定期
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２０６
华安年年盈定期开放债
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０９９

景顺长城策略精选灵活
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
金

Ｂ２４１

汇添富中证主要消费交
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
资基金联接基金

Ｂ２４８

景顺长城景兴信用纯债
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２３８

农银汇理区间收益灵活
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
金

Ｂ１８２

建信安心保本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 Ｂ１６１

华商红利优选灵活配置
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０８３
鹏华丰泰定期开放债券
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３３３
鹏华全球高收益债债券
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３２２

鹏华丰信分级债券型证
券投资基金 Ｂ３３３
华安生态优先股票型证
券投资基金 Ｂ０９６
鹏华丰实定期开放债券
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３３４
建信创新中国股票型证
券投资基金 Ｂ１６０

摩根士丹利华鑫品质生
活精选股票型证券投资
基金

Ｂ２６７

景顺长城沪深３００指数
增强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２４３
华安沪深３００量化增强
证券投资基金 Ｂ１０３
农银汇理１４天理财债
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１８６
南方丰合保本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 Ｂ３０６

汇添富现金宝货币市场
基金 Ｂ２５２

农银汇理研究精选灵活
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
金

Ｂ１７９

鹏华双债保利债券型证
券投资基金 Ｂ３２０
嘉实新兴市场双币分级
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０５８
华夏财富宝货币市场基
金 Ｂ３４６

鹏华丰融定期开放债券
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３３５

建信安心回报两年定期
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
金

Ｂ１６０

南方丰元信用增强债券
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３０５
汇添富添富通货币市场
基金 Ｂ２５２

汇添富沪深３００安中动
态策略指数型证券投资
基金

Ｂ２６２

华安中证细分医药交易
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
基金联接基金

Ｂ０８７

平安大华日增利货币市
场基金 Ｂ３３９

景顺长城景益货币市场
基金 Ｂ２３７
景顺长城景颐双利债券
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２３７
华商优势行业灵活配置
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０７６
汇添富安心中国债券型
证券投资基金 Ｂ２６５

汇添富全额宝货币市场
基金 Ｂ２５５
华富灵活配置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 Ｂ２７２
汇添富双利增强债券型
证券投资基金 Ｂ２５３
民生加银城镇化灵活配
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Ｂ１９１

民生加银城镇化灵活配
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Ｂ３５２
鹏华环保产业股票型证
券投资基金 Ｂ３２６
景顺长城优质成长股票
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２３１

嘉实绝对收益策略定期
开放混合型发起式证券
投资基金

Ｂ０６５

摩根士丹利华鑫纯债稳
定添利１８个月定期开
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２６９

景顺长城成长之星股票
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２４１

摩根士丹利华鑫优质信
价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
基金

Ｂ２６６

华泰柏瑞丰汇债券型证
券投资基金 Ｂ１４３
鹏华品牌传承灵活配置
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３２４
建信稳定添利债券型证
券投资基金 Ｂ１５０
南方医药保健灵活配置
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２９２

农银汇理主题轮动灵活
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
金

Ｂ１７８

华商双债丰利债券型证
券投资基金 Ｂ０８０
嘉实活期宝货币市场基
金 Ｂ０６７
景顺长城鑫月薪定期支
付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Ｂ２３３
建信中证５００指数增强
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１４４

南方现金通货币市场基
金 Ｂ２９５
华富恒富分级债券型证
券投资基金 Ｂ２７５

诺安永鑫收益一年定期
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
金

Ｂ２０５

南方新优享灵活配置混
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２９３
景顺长城优势企业股票
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２３２

诺安优势行业灵活配置
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２０５

华商创新成长灵活配置
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
基金

Ｂ０８４

建信健康民生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 Ｂ１５５
华安大国新经济股票型
证券投资基金 Ｂ１０５
南方中国梦灵活配置混
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２８５

诺安天天宝货币市场基
金 Ｂ２０４
南方启元债券型证券投
资基金 Ｂ２９７
南方通利债券型证券投
资基金 Ｂ２８６

华泰柏瑞创新升级混合
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１４３
鑫元一年定期开放债券
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００９
嘉实活钱包货币市场基
金 Ｂ０６７

嘉实对冲套利定期开放
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
基金

Ｂ０７２

景顺长城中小板创业板
精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
金

Ｂ２２９

华安新活力灵活配置混
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０９３
建信改革红利股票型证
券投资基金 Ｂ１５９

嘉实泰和混合型证券投
资基金 Ｂ０６１
汇添富和聚宝货币市场
基金 Ｂ２６３
华宝兴业创新优选股票
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１７６

华商新量化灵活配置混
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０７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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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宝兴业生态中国股票
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１７０

华安国际龙头（ＤＡＸ）交
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
资基金联接基金

Ｂ１０４

嘉实薪金宝货币市场基
金 Ｂ０５８
华富恒财分级债券型证
券投资基金 Ｂ２７５

诺安理财宝货币市场基
金 Ｂ２０４
华商新锐产业灵活配置
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０７７
建信嘉薪宝货币市场基
金 Ｂ１５６
南方薪金宝货币市场基
金 Ｂ２９３

景顺长城研究精选股票
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２４２
景顺长城研究精选股票
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２３２
建信现金添利货币市场
基金 Ｂ１４９
汇添富环保行业股票型
证券投资基金 Ｂ２６１

汇添富移动互联股票型
证券投资基金 Ｂ２５０
景顺长城景丰货币市场
基金 Ｂ２４２
华安安享灵活配置混合
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１０９

华安汇财通货币市场基
金 Ｂ１０２
交银施罗德现金宝货币
市场基金 Ｂ１２２
诺安稳健回报灵活配置
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２０３
建信中小盘先锋股票型
证券投资基金 Ｂ１４５

诺安聚利债券型证券投
资基金 Ｂ２０３

红塔红土盛世普益灵活
配置混合型发起式证券
投资基金

Ｂ０７５

北信瑞丰稳定收益债券
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１１６
嘉实新兴产业股票型证
券投资基金 Ｂ０５９

华宝兴业量化对冲策略
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
基金

Ｂ１７２

建信潜力新蓝筹股票型
证券投资基金 Ｂ１５４

华富智慧城市灵活配置
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２７０
平安大华财富宝货币市
场基金 Ｂ３３９
华富国泰民安灵活配置
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２７５
诺安聚鑫宝货币市场基
金 Ｂ２０４

景顺长城中国回报灵活
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
金

Ｂ２３０

鹏华先进制造股票型证
券投资基金 Ｂ３１８
鹏华医疗保健股票型证
券投资基金 Ｂ３１６
华融现金增利货币市场
基金 Ｂ０４９
华商未来主题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 Ｂ０８０

南方理财金交易型货币
市场基金 Ｂ２９９
华安中证高分红指数增
强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０８８

南方绝对收益策略定期
开放混合型发起式证券
投资基金

Ｂ３００

汇丰晋信双核策略混合
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１１１
鹏华养老产业股票型证
券投资基金 Ｂ３１６

华宝兴业高端制造股票
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１７３
华宝兴业高端制造股票
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０４５
华宝兴业品质生活股票
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１７１

嘉实新收益灵活配置混
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０５９
北信瑞丰宜投宝货币市
场基金 Ｂ１１５
建信稳定得利债券型证
券投资基金 Ｂ１５０

华泰柏瑞量化优选灵活
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
金

Ｂ１３７

民生加银优选股票型证
券投资基金 Ｂ１８７

北信瑞丰无限互联主题
灵活配置混合型发起式
证券投资基金

Ｂ１１５

华富恒稳纯债债券型证
券投资基金 Ｂ２７４

农银汇理红利日结货币
市场基金 Ｂ１８３
农银汇理医疗保健主题
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１７９
嘉实机构快线货币市场
基金 Ｂ０６６

汇添富外延增长主题股
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２５２
华商稳固添利债券型证
券投资基金 Ｂ０７９

华夏沪港通恒生交易型
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
金联接基金

Ｂ３４７

南方产业活力股票型证
券投资基金 Ｂ３０８

汇丰晋信新动力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 Ｂ１１０

华泰柏瑞创新动力灵活
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
金

Ｂ１４３

诺安新经济股票型证券
投资基金 Ｂ２０３

景顺长城量化精选股票
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２３６

景顺长城沪港深精选股
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２３８

北信瑞丰现金添利货币
市场基金 Ｂ１１５

嘉实逆向策略股票型证
券投资基金 Ｂ０６４

嘉实全球互联网股票型
证券投资基金 Ｂ０６３

华宝兴业稳健回报灵活
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
金

Ｂ１６８

建信睿盈灵活配置混合
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１５３

南方双元债券型证券投
资基金 Ｂ２８７

华夏回报混合型开放式
证券投资基金 Ｂ３４３

南方绩优成长股票型证
券投资基金 Ｂ３０２

华夏红利混合型证券投
资基金 Ｂ３４５

西部利得稳定增利债券
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Ｂ２２６

博时基金 Ｂ００５
长城基金 Ｂ００３
长盛基金 Ｂ００３
财通基金 Ｂ００４
长信基金 Ｂ０３９
大成基金 Ｂ００３
东吴基金 Ｂ００６
光大保德信基金 Ｂ００７
广发基金 Ｂ００４
国联安基金 Ｂ００５
国寿安保基金 Ａ２３
国泰基金 Ｂ００３
工银瑞信基金 Ｂ００４
华安基金 Ｂ１０９
华宝兴业中证１０００指
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 Ｂ１６４

华宝兴业新价值灵活配
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Ｂ１６７

华富基金 Ｂ０３９
华润元大基金 Ｂ００３
华夏基金 Ｂ０３９
鹏华国有企业债债券型
证券投资基金 Ｂ３３２

鹏华丰和债券型证券投
资基金 Ｂ３３５

融通基金 Ｂ００８
申万菱信基金 Ｂ００７
泰达宏利基金 Ｂ００５
天弘基金 Ｂ０３９
信诚基金 Ｂ３４９
新华基金 Ｂ００７
兴业全球基金 Ｂ００７
银华基金 Ｂ００６
中海基金 Ｂ００６

书书书

０００００１ 平安银行 Ｂ０２５
０００００７ 零七股份 Ｂ０３５
００００２３ 深天地Ａ Ｂ０３２
００００２７ 深圳能源 Ｂ０３１
００００３８ 深大通 Ｂ０２９
００００３８ 深大通 Ａ２４
００００５８ 深赛格 Ｂ０３１
００００６６ 长城电脑 Ｂ０１４
０００１５８ 常山股份 Ｂ０１１
０００４１０ 沈阳机床 Ｂ０３１
０００４２５ 徐工机械 Ｂ０１５
０００４２６ 兴业矿业 Ｂ００４
０００４９８ 山东路桥 Ｂ０３０
０００５０１ 鄂武商Ａ Ｂ０３９
０００５０７ 珠海港 Ｂ０１５
０００５０９ 华塑控股 Ｂ０３５
０００５１１ 烯碳新材 Ｂ００４
０００５２１ 美菱电器 Ｂ０２５
０００５２６ 银润投资 Ｂ０１３
０００５５３ 沙隆达Ａ Ｂ０３１
０００５８７ 金叶珠宝 Ｂ０２８
０００５９０ ＳＴ古汉 Ｂ０３２
０００５９９ 青岛双星 Ｂ０２６
０００６０５ 渤海股份 Ｂ０２０
０００６０８ 阳光股份 Ｂ０２１
０００６３０ 铜陵有色 Ｂ０３０
０００６５６ 金科股份 Ｂ０３６
０００６７０ 盈方微 Ｂ００３
０００６８２ 东方电子 Ｂ０１０
０００６８３ 远兴能源 Ｂ０１６
０００６８７ 华讯方舟 Ｂ０１３
０００７０７ 双环科技 Ｂ０２９
０００７１１ ＳＴ京蓝 Ｂ０３１
０００７１２ 锦龙股份 Ｂ０２１
０００７１８ 苏宁环球 Ｂ０２６
０００７２３ 美锦能源 Ｂ０２８
０００７２７ 华东科技 Ｂ０１１
０００７３６ 中房地产 Ｂ０２５
０００７５３ 漳洲发展 Ｂ０１２
０００７５７ 浩物股份 Ｂ０１７
０００７６６ 通化金马 Ｂ０３０
０００７８２ 美达股份 Ｂ０２５
０００７８５ 武汉中商 Ｂ０１２
０００７９０ 华神集团 Ｂ０１３
０００８０３ 金宇车城 Ｂ０３８
０００８３６ 鑫茂科技 Ｂ０１５
０００８４８ 承德露露 Ｂ００４
０００８９３ 东凌粮油 Ｂ０４０
０００９０３ 云内动力 Ｂ０３４
０００９０８ 景峰医药 Ｂ０２２
０００９１０ 大亚科技 Ｂ０１８
０００９５３ 河池化工 Ｂ０１９
０００９６５ 天保基建 Ｂ０１６
０００９７１ 高升控股 Ｂ０４０
０００９７９ 中弘股份 Ｂ０３０
０００９７９ 中弘股份 Ａ２５
０００９８２ 中银绒业 Ｂ０３７
０００９８３ 西山煤电 Ｂ０３５
００２００３ 伟星股份 Ｂ０３９
００２００５ 德豪润达 Ｂ００４
００２０１０ 传化股份 Ｂ０２２
００２０１２ 凯恩股份 Ｂ０２４
００２０２０ 京新药业 Ｂ０２２
００２０２１ 中捷资源 Ｂ０１６
００２０２４ 苏宁云商 Ｂ０２６
００２０２５ 航天电器 Ｂ００９
００２０３１ 巨轮智能 Ｂ０２４
００２０３７ 久联发展 Ｂ０２２
００２０４０ 南京港 Ｂ０２７
００２０４８ 宁波华翔 Ｂ０２５
００２０５３ 云南盐化 Ｂ０２３
００２０７５ 沙钢股份 Ｂ０３０
００２０７６ 雪莱特 Ｂ０２０
００２０８０ 中材科技 Ｂ０２８
００２１１１ 威海广泰 Ｂ０１６
００２１１２ 三变科技 Ｂ０２９
００２１１９ 康强电子 Ｂ０２７
００２１２５ 湘潭电化 Ｂ０２３
００２２１０ 飞马国际 Ｂ０１４
００２２１７ 合力泰 Ｂ０２５
００２２１９ 恒康医疗 Ｂ０１９
００２２２４ 三力士 Ｂ０３２
００２２２８ 合兴包装 Ｂ０１９
００２２３１ 奥维通信 Ｂ０１１
００２２３３ 塔牌集团 Ｂ０３１
００２２３８ 天威视讯 Ｂ０２６
００２２５８ 利尔化学 Ａ１６
００２２６０ 德奥通航 Ｂ０１８
００２２６１ 拓维信息 Ｂ０４０
００２２６８ 卫士通 Ｂ０１２
００２２７９ 久其软件 Ｂ０２７
００２２８５ 世联行 Ｂ０３２
００２２８６ 保龄宝 Ｂ０２０
００２２８８ 超华科技 Ｂ０１１
００２２８９ 宇顺电子 Ｂ００３
００２２９２ 奥飞动漫 Ｂ０１７
００２３０６ ＳＴ云网 Ｂ０３５
００２３２２ 理工监测 Ｂ０２４
００２３２８ 新朋股份 Ｂ０３９
００２３４０ 格林美 Ｂ０２４
００２３４１ 新纶科技 Ｂ０１５
００２３５０ 北京科锐 Ｂ００８
００２３５５ 兴民钢圈 Ｂ０２９
００２３５７ 富临运业 Ｂ０１０
００２３６２ 汉王科技 Ｂ０４０
００２３７０ 亚太药业 Ｂ０２８
００２３８２ 蓝帆医疗 Ｂ０２７
００２３８８ 新亚制程 Ｂ０２９
００２３９０ 信邦制药 Ｂ０２３
００２３９４ 联发股份 Ｂ０２４
００２４１３ 雷科防务 Ａ０６
００２４２１ 达实智能 Ｂ０１４
００２４２５ 凯撒股份 Ｂ０２２
００２４３３ 太安堂 Ｂ０２６
００２４５０ 康得新 Ｂ０２４
００２４５６ 欧菲光 Ｂ０３７
００２４６５ 海格通信 Ｂ０１３
００２４６８ 艾迪西 Ｂ０１１
００２４６９ 三维工程 Ｂ０３１
００２４８５ 希努尔 Ｂ０２３
００２４９５ 佳隆股份 Ｂ０１２
００２５０２ 骅威股份 Ｂ０２０
００２５１２ 达华智能 Ｂ０１８
００２５３９ 新都化工 Ｂ０２７
００２５４１ 鸿路钢构 Ｂ０１１
００２５５３ 南方轴承 Ｂ０２８
００２５６３ 森马服饰 Ｂ０３５
００２５６５ 上海绿新 Ｂ０２９
００２５７２ 索菲亚 Ｂ０２６
００２５７９ 中京电子 Ｂ０２５
００２５８２ 好想你 Ｂ０１９
００２５８４ 西陇科学 Ｂ０２９
００２５８６ 围海股份 Ｂ０１２
００２６０１ 佰利联 Ｂ０１４
００２６１６ 长青集团 Ｂ０１８
００２６１７ 露笑科技 Ｂ０２５
００２６２２ 永大集团 Ｂ０３９
００２６２７ 宜昌交运 Ｂ０１５
００２６６０ 茂硕电源 Ｂ０２５
００２６６３ 普邦园林 Ｂ０２８
００２６６４ 信质电机 Ｂ００３
００２６６７ 鞍重股份 Ｂ０１７
００２６６８ 奥马电器 Ｂ０３５
００２６７３ 西部证券 Ｂ０３０
００２６９４ 顾地科技 Ｂ００９
００２７０５ 新宝股份 Ｂ０３２
００２７０８ 光洋股份 Ｂ００９
００２７２１ 金一文化 Ｂ０２２
００２７２２ 金轮股份 Ｂ０２４
００２７２８ 台城制药 Ｂ０３５
００２７４０ 爱迪尔 Ｂ０２７
００２７４２ 三圣特材 Ｂ０３２
００２７５３ 永东股份 Ｂ０３１
００２７７３ 康弘药业 Ｂ０３６
３００３９２ 腾信股份 Ｂ０３０
３００４１６ 苏试试验 Ｂ０２５
３００４９４ 盛天网络 Ｂ０３７
６０００００ 浦发银行 Ｂ０４０
６００００４ 白云机场 Ｂ０２８
６０００１１ 华能国际 Ｂ０２０
６０００３７ 歌华有线 Ｂ０３５
６０００３９ 四川路桥 Ｂ０１６
６０００４８ 保利地产 Ａ１７
６０００５２ 浙江广厦 Ｂ０２６
６０００６７ 冠城大通 Ｂ０１０
６０００７０ 浙江富润 Ｂ０２６
６０００８６ 东方金钰 Ｂ０１０
６００１２２ 宏图高科 Ｂ０１１
６００１５５ 宝硕股份 Ｂ００６
６００１６８ 武汉控股 Ｂ０３０
６００１８８ 兖州煤业 Ｂ００３
６００１９６ 复星医药 Ｂ０１３
６００１９８ 大唐电信 Ｂ０２０
６００２０８ 新湖中宝 Ｂ０２７
６００２１６ 浙江医药 Ｂ０３２
６００２２６ 升华拜克 Ｂ０３５
６００２２８ 昌九生化 Ｂ００４
６００２４１ 时代万恒 Ａ１０
６００２６５ ＳＴ景谷 Ｂ０３５
６００２６７ 海正药业 Ｂ０１９
６００２６９ 赣粤高速 Ｂ０１４
６００２７５ 武昌鱼 Ｂ０１２
６００２８４ 浦东建设 Ｂ０２７
６００２９０ 华仪电气 Ｂ０１５
６００３０６ 商业城 Ｂ０２９
６００３１９ 亚星化学 Ｂ０２３
６００３３５ 国机汽车 Ａ１８
６００３８９ 江山股份 Ｂ０１２
６００３９０ 金瑞科技 Ｂ０２４
６００４０１ ＳＴ海润 Ｂ０３３
６００４５２ 涪陵电力 Ｂ０１０
６００４６１ 洪城水业 Ｂ０１７
６００４６７ 好当家 Ｂ０１１
６００４７８ 科力远 Ｂ０２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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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００４８５ 信威集团 Ａ２９
６００５０２ 安徽水利 Ｂ０２０
６００５１６ 方大炭素 Ｂ０１３
６００５１８ 康美药业 Ｂ０３６
６００５３０ 交大昂立 Ａ２３
６００５３０ 交大昂立 Ｂ０１０
６００５３６ 中国软件 Ｂ００４
６００５５６ 慧球科技 Ｂ０４０
６００５７８ 京能电力 Ｂ０２０
６００５８０ 卧龙电气 Ｂ０２３
６００５９５ 中孚实业 Ｂ０３０
６００６０１ 方正科技 Ｂ０１３
６００６１４ 鼎立股份 Ｂ００９
６００６２１ 华鑫股份 Ｂ０１８
６００６３４ 中技控股 Ｂ０２５
６００６３７ 东方明珠 Ｂ００９
６００６４４ ＳＴ乐电 Ｂ０３９
６００６４５ 中源协和 Ｂ０１６
６００６８１ 万鸿集团 Ｂ０３５
６００６８７ 刚泰控股 Ｂ０２０
６００７１１ 盛屯矿业 Ｂ０３２
６００７１６ 凤凰股份 Ｂ０１９
６００７１７ 天津港 Ｂ０３０
６００７３６ 苏州高新 Ａ２１
６００７４０ 山西焦化 Ｂ０３２
６００７４５ 中茵股份 Ｂ０３８
６００７４７ 大连控股 Ｂ０１８
６００７５９ 洲际油汽 Ｂ０２３
６００７６７ 运盛医疗 Ａ２０
６００７７０ 综艺股份 Ａ１２
６００７８５ 新华百货 Ｂ０３５
６００７９５ 国电电力 Ｂ０４０
６００８３０ 香溢融通 Ｂ０２９
６００８４７ 万里股份 Ｂ０４２
６００８５１ 海欣股份 Ａ０６
６００８５８ 银座股份 Ｂ００６
６００８６４ 哈投股份 Ｂ０１０
６００８７０ ＳＴ厦华 Ｂ０３２
６００８７６ 洛阳玻璃 Ｂ０２１
６００８７９ 航天电子 Ｂ０４１
６００８８０ 博瑞传播 Ｂ０１７
６００８９０ 中房股份 Ｂ０２８
６００８９５ 张江高科 Ｂ０２４
６００９００ 长江电力 Ｂ００４
６００９５８ 东方证券 Ｂ０１０
６００９７３ 宝胜股份 Ｂ０１２
６００９７６ 健民集团 Ｂ０２２
６００９７８ 宜华木业 Ｂ０４３
６００９８８ 赤峰黄金 Ｂ０４０
６００９９８ 九州通 Ｂ０２４
６０１０００ 唐山港 Ｂ０３１
６０１００５ 重庆钢铁 Ｂ０１２
６０１０１５ 陕西黑猫 Ｂ０３１
６０１０１６ 节能风电 Ｂ０１３
６０１０９９ 太平洋 Ａ０９
６０１１１８ 海南橡胶 Ｂ０１９
６０１１５８ 重庆水务 Ｂ０１４
６０１１８６ 中国铁建 Ｂ０３９
６０１２０８ 东材科技 Ｂ０１３
６０１３１８ 中国平安 Ｂ００４
６０１３７７ 兴业证券 Ｂ００４
６０１５１５ 东风股份 Ｂ０１０
６０１５６７ 三星医疗 Ｂ０３２
６０１６６８ 中国建筑 Ｂ０２８
６０１７８８ 光大证券 Ｂ００４
６０１８８８ 中国国旅 Ｂ０１１
６０１９１９ 中国远洋 Ａ２３
６０１９９８ 中信银行 Ｂ０３９
６０３０１９ 中科曙光 Ｂ０２５
６０３０２６ 石大胜华 Ｂ０３２
６０３１１８ 共进股份 Ｂ０１９
６０３１２６ 中材节能 Ｂ００４
６０３１６６ 福达股份 Ｂ００９
６０３３０６ 华懋科技 Ｂ０１７
６０３３３８ 浙江鼎力 Ｂ０２６
６０３５５５ 贵人鸟 Ｂ０１９
６０３６８６ 龙马环卫 Ｂ０２４
６０３６９８ 航天工程 Ｂ０１７
６０３７７８ 乾景园林 Ｂ０２４
６０３７８９ 星光农机 Ｂ０１１
６０３７９９ 华友钴业 Ｂ０１２
６０３８２８ 柯利达 Ｂ０３２
６０３８９９ 晨光文具 Ｂ０１８
华夏成长证券投资基金Ｂ３４８
鹏华双债增利债券型证
券投资基金 Ｂ３１９

华夏恒生交易型开放式
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接
基金

Ｂ３４６

摩根士丹利华鑫双利增
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Ｂ２６７
鹏华可转债债券型证券
投资基金 Ｂ３２４
华夏债券投资基金 Ｂ３４０
华夏希望债券型证券投
资基金 Ｂ３４１
华夏沪深３００指数增强
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３４９

诺安裕鑫收益两年定期
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
金

Ｂ２０２

华安物联网主题股票型
证券投资基金 Ｂ０９５
华富旺财保本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 Ｂ２７１

嘉实企业变革股票型证
券投资基金 Ｂ０６３
嘉实先进制造股票型证
券投资基金 Ｂ０６０
华夏领先股票型证券投
资基金 Ｂ３４５

嘉实新消费股票型证券
投资基金 Ｂ０５９

汇添富成长多因子量化
策略股票型证券投资基
金

Ｂ２６４

华夏上证５０交易型开
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Ｂ３４４
南方创新经济灵活配置
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３０７

北信瑞丰健康生活主题
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
资基金

Ｂ１１６

华夏海外收益债券型证
券投资基金 Ｂ３４７
鹏华弘盛灵活配置混合
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３２９

华融新锐灵活配置混合
型证券投资基金券基金Ｂ０４９

华泰柏瑞消费成长灵活
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
金

Ｂ１３５

建信信息产业股票型证
券投资基金 Ｂ１４７
华安媒体互联网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 Ｂ１０１

华安智能装备主题股票
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０８９

华泰柏瑞量化绝对收益
策略定期开放混合型发
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Ｂ１３８

华泰柏瑞量化驱动灵活
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
金

Ｂ１３８

华富恒利债券型证券投
资基金 Ｂ２７４
华宝兴业国策导向混合
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１７３
华泰柏瑞积极优选股票
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１４０
华安新丝路主题股票型
证券投资基金 Ｂ０９２

华商健康生活灵活配置
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０８２
南方大数据１００指数证
券投资基金 Ｂ３０７
华宝兴业事件驱动混合
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１６９

鹏华弘利灵活配置混合
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３３０
华安新动力灵活配置混
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０９４
华商量化进取灵活配置
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０８２

北信瑞丰平安中国主题
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
资基金

Ｂ１１６

建信环保产业股票型证
券投资基金 Ｂ１５７

金鹰科技创新股票型证
券投资基金 Ｂ２８１
鹏华弘泽灵活配置混合
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３２７
南方改革机遇灵活配置
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３０５
南方利淘灵活配置混合
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２９９

鹏华改革红利股票型证
券投资基金 Ｂ３３２
鹏华弘润灵活配置混合
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３３０

景顺长城稳健回报灵活
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
金

Ｂ２３３

东方鼎新灵活配置混合
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０８６
建信稳健回报灵活配置
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１５０

诺安低碳经济股票型证
券投资基金 Ｂ２０２

华泰柏瑞中证５００交易
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
基金联接基金

Ｂ１３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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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生加银研究精选灵活
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
金

Ｂ１８７

鹏华外延成长灵活配置
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３１９
鹏华医药科技股票型证
券投资基金 Ｂ３１６

华泰柏瑞量化智慧灵活
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
金

Ｂ１３７

华泰柏瑞新利灵活配置
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１３５
建信回报灵活配置混合
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１５６

长城改革红利灵活配置
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０４４
泓德优选成长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 Ｂ１７７

民生加银新动力灵活配
置定期开放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

Ｂ１８８

建信新经济灵活配置混
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１４９
华安新机遇保本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 Ｂ０９３

红塔红土盛金新动力灵
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

Ｂ０７５

摩根士丹利华鑫量化多
策略股票型证券投资基
金

Ｂ２６８

平安大华智慧中国灵活
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
金

Ｂ３３７

金鹰民族新兴灵活配置
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２７８

建信鑫安回报灵活配置
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１４８
华安新回报灵活配置混
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０９３
华安新优选灵活配置混
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０９２

东方新策略灵活配置混
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０８６
农银汇理信息传媒主题
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１８１
鹏华弘和灵活配置混合
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３３１
鹏华弘华灵活配置混合
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３３１

鹏华弘实灵活配置混合
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３２９
鹏华弘信灵活配置混合
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３２８
南方利鑫灵活配置混合
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２９８
南方利众灵活配置混合
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２９８

鹏华弘益灵活配置混合
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３２８
华泰柏瑞惠利灵活配置
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１４１

诺安中证５００交易型开
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联接基金

Ｂ２０６

民生加银新战略灵活配
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Ｂ１８８

泓德泓富灵活配置混合
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１７７

景顺长城中证ＴＭＴ１５０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
投资基金联接基金

Ｂ２２８

景顺长城领先回报灵活
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
金

Ｂ２３５

金鹰产业整合灵活配置
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２８３
德邦新添利灵活配置混
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０２１
建信互联网＋产业升级
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１５７
建信精工制造指数增强
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１５５

华泰柏瑞健康生活灵活
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
金

Ｂ１３９

建信鑫丰回报灵活配置
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１４８
诺安创新驱动灵活配置
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２０２
嘉实事件驱动股票型证
券投资基金 Ｂ０６１
嘉实事件驱动股票型证
券投资基金 Ｂ０４６

汇添富医疗服务灵活配
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Ｂ２５０
南方大数据３００指数证
券投资基金 Ｂ３０６
南方量化成长股票型证
券投资基金 Ｂ２９８

景顺长城安享回报灵活
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
金

Ｂ２４１

方正富邦优选灵活配置
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００８

华安国企改革主题灵活
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
金

Ｂ１０４

华商双翼平衡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 Ｂ０８０
华商双驱优选灵活配置
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０８１
鹏华弘鑫灵活配置混合
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３２８

景顺长城中证５００交易
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
基金联接基金

Ｂ２２９

华泰柏瑞中国制造２０２５
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
资基金

Ｂ１３２

华商新常态灵活配置混
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０７８

华富永鑫灵活配置混合
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２７１
建信大安全战略精选股
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１５９
华安添颐养老混合型发
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Ｂ０９６
汇添富国企创新增长股
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２６３

鹏华弘锐灵活配置混合
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３３０
泓德远见回报混合 Ｂ１７６
景顺长城泰和回报灵活
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
金

Ｂ２３４

诺安先进制造股票型证
券投资基金 Ｂ２０１

华宝兴业万物互联灵活
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
金

Ｂ１６９

景顺长城改革机遇混合Ｂ２３９
嘉实中证金融地产交易
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
基金联接基金

Ｂ０５１

汇添富民营新动力股票
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２５７

华富健康文娱灵活配置
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２７３
南方利达灵活配置混合
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２９９
嘉实低价策略股票型证
券投资基金 Ｂ０７３

富兰克林国海沪港深成
长精选股票型证券投资
基金

Ｂ００７

农银汇理工业４． ０灵活
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
金

Ｂ１８４

平安大华鑫享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 Ｂ３３８

嘉实新机遇灵活配置混
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
金

Ｂ０６０

汇丰晋信智造先锋股票
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１１０

鹏华添利宝货币市场基
金 Ｂ３１９
南方香港成长灵活配置
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２９４
南方国策动力股票型证
券投资基金 Ｂ３０４
泓德泓业灵活配置混合
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１７７

华商新动力灵活配置混
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０７８

景顺长城景瑞收益定期
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
金

Ｂ２３８

华商信用增强债券型证
券投资基金 Ｂ０７６
华宝兴业中国互联网股
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１６５

南方消费活力灵活配置
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
基金

Ｂ２９４

华融新利灵活配置混合
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０４９

华安新乐享保本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 Ｂ０９２

华泰柏瑞激励动力灵活
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
金

Ｂ１４０

景顺长城景颐增利债券Ｂ２３７

书书书

建信安心保本二号混合
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１６１
宝盈国家安全战略沪港
深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Ｂ００７
华夏现金增利证券投资
基金 Ｂ３４１

嘉实医疗保健股票型证
券投资基金 Ｂ０５７
华安创新证券投资基金Ｂ１０６
华安现金富利投资基金Ｂ０９４
华安宝利配置证券投资
基金 Ｂ１０８
华安宏利股票型证券投
资基金 Ｂ１０２

华安中小盘成长股票型
证券投资基金 Ｂ０８９
华安策略优选股票型证
券投资基金 Ｂ１０７
华安稳定收益债券型证
券投资基金 Ｂ０９５

华安核心优选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 Ｂ１０３
华安强化收益债券型证
券投资基金 Ｂ０９８
华安动态灵活配置混合
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１０５
华安行业轮动股票型证
券投资基金 Ｂ０９１

华安香港精选股票型证
券投资基金 Ｂ０９４
华安稳固收益债券型证
券投资基金 Ｂ０９５
华安升级主题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 Ｂ０９７
华安大中华升级股票型
证券投资基金 Ｂ１０５

华安可转换债券债券型
证券投资基金 Ｂ１０１
华安科技动力股票型证
券投资基金 Ｂ１０１
华安信用四季红债券型
证券投资基金 Ｂ０９１

华安月月鑫短期理财债
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０８９
华安季季鑫短期理财债
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１０２
华安月安鑫短期理财债
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０９０
华安逆向策略股票型证
券投资基金 Ｂ１００

华安安心收益债券型证
券投资基金 Ｂ１０８
华安日日鑫货币市场基
金 Ｂ０９７
华安纯债债券型发起式
证券投资基金 Ｂ１０６
华安信用增强债券型证
券投资基金 Ｂ０９１

华安纳斯达克１００指数
证券投资基金 Ｂ１００

华安上证１８０交易型开
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联接基金

Ｂ０９９

华安上证龙头企业交易
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
基金联接基金

Ｂ０９８

嘉实成长收益证券投资
基金 Ｂ０７３
嘉实增长开放式证券投
资基金 Ｂ０５５
嘉实稳健开放式证券投
资基金券投资基金 Ｂ０６０

嘉实债券开放式证券投
资基金 Ｂ０５３
嘉实服务增值行业证券
投资基金 Ｂ０７０
嘉实货币市场基金 Ｂ０６７
嘉实超短债证券投资基
金 Ｂ０７４
嘉实主题精选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 Ｂ０５０
嘉实策略增长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 Ｂ０７４

嘉实海外中国股票股票
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０７０
嘉实研究精选股票型证
券投资基金 Ｂ０５７
嘉实多元收益债券型证
券投资基金 Ｂ０７２

嘉实量化阿尔法股票型
证券投资基金 Ｂ０６５
嘉实回报灵活配置混合
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０６８
嘉实价值优势股票型证
券投资基金 Ｂ０６６
嘉实稳固收益债券型证
券投资基金 Ｂ０６１

嘉实主题新动力股票型
证券投资基金 Ｂ０５４
嘉实领先成长股票型证
券投资基金 Ｂ０６４

嘉实深证基本面１２０交
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
资基金联接基金

Ｂ０６２

嘉实信用债券型证券投
资基金 Ｂ０５８
嘉实周期优选股票型证
券投资基金 Ｂ０５０
嘉实安心货币市场基金Ｂ０７５
嘉实中创４００交易型开
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联接基金

Ｂ０５４

嘉实全球房地产证券投
资基金 Ｂ０６３
嘉实优化红利股票型证
券投资基金 Ｂ０５６

嘉实增强收益定期开放
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０５５
嘉实理财宝７天债券型
证券投资基金 Ｂ０６５
嘉实纯债债券型发起式
证券投资基金 Ｂ０７３

嘉实优质企业股票型证
券投资基金 Ｂ０５６
易方达沪深３００量化增
强证券投资基金 Ｂ３５７
易方达沪深３００量化增
强证券投资基金 Ｂ３５８
海航集团有限公司债券Ａ１２
汇添富收益快钱货币市
场基金 Ｂ２５６
汇添富收益快钱货币市
场基金 Ｂ２５３

南方深证成份交易型开
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Ｂ２８９

嘉实深证基本面１２０交
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
资基金

Ｂ０６２

鹏华深证民营交易型开
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Ｂ３２１

汇添富深证３００交易型
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
金

Ｂ２５４

交银施罗德深证３００价
值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
券投资基金

Ｂ１２４

建信深证基本面６０交
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
资基金

Ｂ１６２

嘉实中创４００交易型开
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Ｂ０５４
嘉实沪深３００交易型开
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Ｂ０６９
华夏恒生交易型开放式
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Ｂ３４６

诺安中小板等权重交易
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
基金

Ｂ２０８

嘉实中证５００交易型开
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Ｂ０５３

景顺长城沪深３００等权
重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
券投资基金

Ｂ２４３

南方开元沪深３００交易
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
基金

Ｂ３０１

嘉实中证金边中期国债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
投资基金

Ｂ０５２

鹏华沪深３００交易型开
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Ｂ３２７

汇添富中证主要消费交
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
资基金

Ｂ２４８

汇添富中证医药卫生交
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
资基金

Ｂ２４７

汇添富中证能源交易型
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
金

Ｂ２４７

汇添富中证金融地产交
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
资基金

Ｂ２４８

景顺长城中证５００交易
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
基金

Ｂ２２９

南方积极配置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 Ｂ３０３

南方高增长证券投资基
金 Ｂ３０４

南方中证５００交易型开
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联接基金

Ｂ２９０

书书书

南方金砖四国指数证券
投资基金 Ｂ３０２
南方中证５０债券指数
证券投资基金（ＬＯＦ） Ｂ２９１
南方香港优选股票型证
券投资基金 Ｂ２９４

南方新兴消费增长分级
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２９３
南方金利定期开放债券
型基金 Ｂ３０２

南方永利１年期开放债
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ＬＯＦ）

Ｂ２９２

南方聚利１年定期开放
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ＬＯＦ）

Ｂ３０１

南方天元新产业股票型
证券投资基金 Ｂ２８７
南方中证高铁产业指数
分级证券投资基金 Ｂ２９０

南方中证国有企业改革
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Ｂ２８９
南方中证互联网指数分
级证券投资基金 Ｂ２８８
华夏蓝筹核心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 Ｂ３４２
华安深证３００指数证券
投资基金 Ｂ０９７

华安标普全球石油指数
证券投资基金（ＬＯＦ） Ｂ１０７
华安沪深３００指数分级
证券投资基金 Ｂ１０３
华安中证银行指数分级
证券投资基金 Ｂ０８７
华安中证全指证券公司
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Ｂ０８８

华安创业板５０指数分
级证券投资基金 Ｂ１０６
鹏华普天债券证券投资
基金 Ｂ３２３
鹏华普天收益证券投资
基金 Ｂ３２３

鹏华中国５０开放式证
券投资基金 Ｂ３１５
鹏华价值优势股票型证
券投资基金 Ｂ３２５
鹏华动力增长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 Ｂ３３６
鹏华优质治理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 Ｂ３１５

鹏华丰收债券型证券投
资基金 Ｂ３３３
鹏华盛世创新股票型证
券投资基金 Ｂ３２１
鹏华沪深３００指数证券
投资基金 Ｂ３２７
鹏华中证５００指数证券
投资基金 Ｂ３１５

鹏华丰润债券型证券投
资基金 Ｂ３３４
鹏华丰泽债券型证券投
资基金 Ｂ３３２
鹏华中证Ａ股资源产业
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Ｂ３１４

鹏华丰利分级债券型发
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Ｂ３３５
鹏华消费领先灵活配置
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３１８
鹏华中证８００证券保险
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Ｂ３１４
鹏华中证信息技术指数
分级证券投资基金 Ｂ３１１

鹏华策略优选灵活配置
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３３７
鹏华策略优选灵活配置
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３５３
鹏华中证８００地产指数
分级证券投资基金 Ｂ３１４

鹏华中证传媒指数分级
证券投资基金 Ｂ３１３
鹏华中证传媒指数分级
证券投资基金 Ｂ３５５
鹏华中证国防指数分级
证券投资基金 Ｂ３１３
鹏华中证银行指数分级
证券投资基金 Ｂ３１０

鹏华中证酒指数分级证
券投资基金 Ｂ３１２
鹏华中证全指证券公司
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Ｂ３１２
鹏华中证环保产业指数
分级证券投资基金 Ｂ３１２
鹏华中证医药卫生指数
分级证券投资基金 Ｂ３１０

鹏华中证移动互联网指
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 Ｂ３１０
鹏华创业板指数分级证
券投资基金 Ｂ３３６
鹏华中证一带一路主题
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Ｂ３１１

鹏华中证高铁产业指数
分级证券投资基金 Ｂ３１３
鹏华中证新能源指数分
级证券投资基金 Ｂ３１１

嘉实沪深３００交易型开
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联接基金

Ｂ０６９

嘉实中证锐联基本面５０
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Ｂ０６６
嘉实恒生中国企业指数
证券投资基金 Ｂ０６８

嘉实多利分级债券型证
券投资基金 Ｂ０７２
嘉实黄金证券投资基金
（ＬＯＦ） Ｂ０６８
嘉实中证中期企业债指
数证券投资基金（ＬＯＦ） Ｂ０５１
金鹰中小盘精选证券投
资基金 Ｂ２７９

金鹰持久增利债券型证
券投资基金（金鹰持久
回报）

Ｂ２８２

金鹰中证５００指数分级
证券投资基金 Ｂ２７９
金鹰元盛分级债券型发
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Ｂ２７７
海富通中证１００指数证
券投资基金 Ｂ１９２
海富通稳进增利债券型
证券投资基金 Ｂ１９４

华宝兴业标普石油天燃
气上游股票指数证券投
资基金

Ｂ１７６

华宝兴业中证医疗指数
分级证券投资基金 Ｂ１６４
华宝兴业新机遇灵活配
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Ｂ１６７
景顺长城鼎益股票型证
券投资基金 Ｂ２４０
景顺长城资源垄断股票
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２２７

诺安油气能源股票证券
投资基金（ＬＯＦ） Ｂ２１０
诺安中证创业成长指数
分级证券投资基金 Ｂ２０９
诺安纯债定期开放债券
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２０７

摩根士丹利华鑫资源优
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Ｂ２６５
中银货币市场证券投资
基金 Ｂ３５９
华富强化回报债券型证
券投资基金 Ｂ２７２
华泰柏瑞信用增利债券
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１３５

汇添富黄金及贵金属证
券投资基金（ＬＯＦ） Ｂ２６１
汇添富季季红定期开放
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２６０
汇添富互利分级债券型
证券投资基金 Ｂ２６２
汇添富恒生指数分级证
券投资基金 Ｂ２６２

交银施罗德信用添利债
券证券投资基金 Ｂ１２８
交银施罗德国证新能源
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Ｂ１３２

交银施罗德中证海外中
国互联网指数型证券投
资基金

Ｂ１２９

交银施罗德中证互联网
金融指数分级证券投资
基金

Ｂ１２９

交银施罗德中证环境治
理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
金

Ｂ１２９

建信沪深３００指数证券
投资基金 Ｂ１５７
建信双利策略主题分级
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１５２

建信信用增强债券型证
券投资基金 Ｂ１４７

建信央视财经５０指数
分级发起式证券投资基
金

Ｂ１４７

建信优势动力股票型证
券投资基金（ＬＯＦ） Ｂ１４６

建信中证互联网金融指
数分级发起式证券投资
基金

Ｂ１５１

建信中证申万有色金属
指数分级发起式证券投
资基金

Ｂ１４６

书书书

诺德双翼分级债券型证
券投资基金 Ｂ２２４
诺德深证３００指数分级
证券投资基金 Ｂ２２４
华商新趋势优选灵活配
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Ｂ０７７

浦银安盛稳健增利债券
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２２０

民生加银平稳增利定期
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
金

Ｂ１８９

民生加银平稳添利定期
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
金

Ｂ１８９

华宸未来沪深３００指数
增强型发起式证券投资
基金

Ｂ２２５

东方红睿轩沪港深灵活
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
金

Ｂ００４

嘉实丰和价值证券投资
基金 Ｂ０７１

鹏华前海万科ＲＥＩＴｓ封
闭式混合型发起式证券
投资基金

Ｂ３２３

南方稳健成长证券投资
基金 Ｂ２８６
南方稳健成长贰号证券
投资基金 Ｂ２８６
南方成份精选股票型证
券投资基金 Ｂ３０７

南方隆元产业主题股票
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２９７
南方盛元红利股票型证
券投资基金 Ｂ２８８
南方优选价值股票型证
券投资基金 Ｂ２９１

南方开元沪深３００交易
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
基金联接基金

Ｂ３０１

南方深证成份交易型开
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联接基金

Ｂ２８９

南方策略优化股票型证
券投资基金 Ｂ３０８

南方中证小康产业交易
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
基金联接基金

Ｂ２８４

南方优选成长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 Ｂ２９２

南方上证３８０交易型开
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联接基金

Ｂ２９６

南方高端装备灵活配置
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３０５
南方宝元债券型基金 Ｂ３０９
南方多利增强债券型证
券投资基金 Ｂ３０６

南方广利回报债券型证
券投资基金 Ｂ３０４
南方润元纯债债券型证
券投资基金 Ｂ２９６
南方避险增值证券投资
基金 Ｂ３０８

南方恒元保本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 Ｂ３０３
南方保本混合型证券投
资基金 Ｂ３０９
南方安心保本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 Ｂ３０９
南方现金增利证券投资
基金 Ｂ２９５

南方理财１４天债券型
证券投资基金 Ｂ３００
南方理财６０天债券型
证券投资基金 Ｂ３００
南方收益宝货币市场基
金 Ｂ２８８

南方全球精选配置证券
投资基金 Ｂ２９７
鹏华弘泰灵活配置混合
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３２９
鹏华精选成长股票型证
券投资基金 Ｂ３２５
鹏华信用增利债券型证
券投资基金 Ｂ３１７

鹏华上证民营企业５０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
投资基金联接基金

Ｂ３２２

鹏华环球发现证券投资
基金 Ｂ３２６
鹏华消费优选股票型证
券投资基金 Ｂ３１８
鹏华丰盛稳固收益债券
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３３４
鹏华新兴产业股票型证
券投资基金 Ｂ３１７

鹏华深证民营交易型开
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联接基金

Ｂ３２１

鹏华美国房地产证券投
资基金 Ｂ３２４
鹏华价值精选股票型证
券投资基金 Ｂ３２６
鹏华金刚保本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 Ｂ３２５
鹏华金刚保本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 Ｂ３５４

鹏华纯债债券型证券投
资基金 Ｂ３３６
鹏华产业债债券型证券
投资基金 Ｂ３３７
金鹰成份股优选证券投
资基金 Ｂ２８３
金鹰红利价值灵活配置
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２８２

金鹰行业优势股票型证
券投资基金 Ｂ２７８
金鹰稳健成长股票型证
券投资基金 Ｂ２７８
金鹰主题优势股票型证
券投资基金 Ｂ２７９

金鹰保本混合型证券投
资基金 Ｂ２８０
金鹰中证技术领先指数
增强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２８１
金鹰策略配置股票型证
券投资基金 Ｂ２８０
金鹰核心资源股票型证
券投资基金 Ｂ２８２

金鹰灵活配置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 Ｂ２８０
金鹰货币市场证券投资
基金 Ｂ２８１
金鹰元丰保本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 Ｂ２７７

摩根士丹利华鑫领先优
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Ｂ２６８
摩根士丹利华鑫卓越成
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Ｂ２６６
摩根士丹利华鑫消费领
航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Ｂ２６７

摩根士丹利华鑫多因子
精选策略股票型证券投
资基金

Ｂ２６９

摩根士丹利华鑫主题优
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Ｂ２６６

摩根士丹利华鑫量化配
置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Ｂ２６８
华宝兴业宝康消费品证
券投资基金 Ｂ１７５
华宝兴业宝康灵活配置
证券投资基金 Ｂ１７５
华宝兴业宝康债券投资
基金 Ｂ１７５

华宝兴业动力组合股票
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１７４
华宝兴业多策略增长开
放式证券投资基金 Ｂ１７４
华宝兴业现金宝货币市
场基金 Ｂ１６８
华宝兴业收益增长混合
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１６９

华宝兴业先进成长股票
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１６８
华宝兴业行业精选股票
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１６６
华宝兴业大盘精选股票
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１７４

华宝兴业增强收益债券
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１６５
华宝兴业中证１００指数
证券投资基金 Ｂ１６５

华宝兴业上证１８０价值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
投资基金联接基金

Ｂ１７０

华宝兴业新兴产业股票
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１６６
华宝兴业可转债债券型
证券投资基金 Ｂ１７２

华宝兴业上证１８０成长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
投资基金联接基金

Ｂ１７１

华宝兴业医药生物优选
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１６６

华宝兴业资源优选股票
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１６４
华宝兴业海外中国成长
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１７２
景顺长城优选股票证券
投资基金 Ｂ２３１

景顺长城货币市场证券
投资基金 Ｂ２４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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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顺长城动力平衡证券
投资基金 Ｂ２４０
景顺长城内需增长开放
式证券投资基金 Ｂ２３６
景顺长城新兴成长股票
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２３３

景顺长城内需增长贰号
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２３６
景顺长城公司治理混合
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２３９
景顺长城能源基建混合
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２３５
景顺长城中小盘股票型
证券投资基金 Ｂ２２８

景顺长城核心竞争力混
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２３９
景顺长城核心竞争力混
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３５０
景顺长城支柱产业混合
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２３１

景顺长城稳定收益债券
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２３４
景顺长城优信增利债券
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２３２
景顺长城大中华股票型
证券投资基金 Ｂ２４０

景顺长城上证１８０等权
重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
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

Ｂ２３０

华夏经典配置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 Ｂ３４３

华夏收入混合型证券投
资基金 Ｂ３４２
华夏货币市场基金 Ｂ３４３
华夏中信稳定双利债券
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３４０
诺安平衡证券投资基金Ｂ２１５
诺安货币市场基金 Ｂ２１５
诺安先锋混合型证券投
资基金 Ｂ２１５
诺安优化收益债券型证
券投资基金 Ｂ２１４

诺安价值增长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 Ｂ２１４
诺安灵活配置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 Ｂ２１４
诺安成长股票型证券投
资基金 Ｂ２１３
诺安增利债券型证券投
资基金 Ｂ２１３

诺安中证１００指数证券
投资基金 Ｂ２１３
诺安中小盘精选股票型
证券投资基金 Ｂ２１２
诺安主题精选股票型证
券投资基金 Ｂ２１２
诺安全球黄金证券投资
基金 Ｂ２１２

诺安上证新兴产业交易
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
基金联接基金

Ｂ２１１

诺安保本混合型证券投
资基金 Ｂ２１１
诺安多策略股票型证券
投资基金 Ｂ２１０
诺安全球收益不动产证
券投资基金 Ｂ２１０

诺安新动力灵活配置混
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２０９
诺安汇鑫保本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 Ｂ２０９
诺安双利债券型发起式
证券投资基金 Ｂ２０８

诺安研究精选股票型证
券投资基金式指数证券
投资基金联接基金

Ｂ２０８

东方多策略灵活配置混
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０８６

东方主题精选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 Ｂ０８５
华富竞争力优选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 Ｂ２７３
华富货币市场基金 Ｂ２７４
华富成长趋势股票型证
券投资基金 Ｂ２７６
华富收益增强债券型证
券投资基金 Ｂ２７１
华富策略精选灵活配置
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２７６

华富价值增长灵活配置
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２７３
华富中证１００指数证券
投资基金 Ｂ２７０
华富量子生命力股票型
证券投资基金 Ｂ２７２
华富中小板指数增强型
证券投资基金 Ｂ２７０

华泰柏瑞盛世中国股票
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１３６
华泰柏瑞积极成长证券
投资基金 Ｂ１４０
华泰柏瑞价值增长股票
型基金 Ｂ１３９
华泰柏瑞货币市场证券
投资基金 Ｂ１４１

华泰柏瑞行业领先混合
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１３４
华泰柏瑞稳健收益债券
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１３６
华泰柏瑞量化先行股票
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１３８

华泰柏瑞亚洲领导企业
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１３３

华泰柏瑞上证中小盘交
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
资基金联接基金

Ｂ１３４

华泰柏瑞沪深３００交易
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
基金联接基金

Ｂ１４２

汇添富医药保健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 Ｂ２５０
汇添富上证综合指数证
券投资基金 Ｂ２５５
汇添富策略回报股票型
证券投资基金 Ｂ２６５
汇添富民营活力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 Ｂ２５７

汇添富多元收益债券型
证券投资基金 Ｂ２６４
汇添富双利债券型证券
投资基金 Ｂ２５３
汇添富优选回报混合 Ｂ２４９
汇添富社会责任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 Ｂ２５５
汇添富理财３０天债券
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２５８

汇添富可转换债券债券
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２５９
汇添富理财６０天债券
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２５８

汇添富深证３００交易型
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
金联接基金

Ｂ２５４

汇添富信用债债券型证
券投资基金 Ｂ２５１
汇添富逆向投资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 Ｂ２５６

汇添富香港优势精选股
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２５１
汇添富理财７天债券型
证券投资基金 Ｂ２５９
汇添富理财１４天债券
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２５８
鹏华国证钢铁行业指数
分级证券投资基金 Ｂ３３１

鹏华新丝路指数分级证
券投资基金 Ｂ３１７

交银施罗德上证１８０公
司治理交易型开放式指
数证券投资基金

Ｂ１２１

华宝兴业上证１８０价值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
投资基金

Ｂ１７０

鹏华上证民营企业５０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
投资基金

Ｂ３２２

建信上证社会责任交易
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
基金

Ｂ１４５

建信上证社会责任交易
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
基金

Ｂ０４７

海富通上证周期行业５０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
投资基金

Ｂ１９６

海富通上证非周期行业
１００交易型开放式指数
证券投资基金

Ｂ１９７

南方中证小康产业交易
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
基金

Ｂ２８４

华安上证１８０交易型开
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Ｂ０９９

华安上证龙头企业交易
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
基金

Ｂ０９８

华泰柏瑞上证中小盘交
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
资基金

Ｂ１３４

诺安上证新兴产业交易
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
基金

Ｂ２１１

书书书

华宝兴业上证１８０成长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
投资基金

Ｂ１７１

南方上证３８０交易型开
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Ｂ２９６

华泰柏瑞沪深３００交易
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
基金

Ｂ１４２

华夏沪深３００交易型开
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联接基金

Ｂ３４９

景顺长城上证１８０等权
重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
券投资基金

Ｂ２３０

南方中证５００交易型开
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Ｂ２９０
诺安中证５００交易型开
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Ｂ２０６

华夏上证能源交易型开
放式指数发起式证券投
资基金

Ｂ３４４

华泰柏瑞上证红利交易
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
基金

Ｂ１３６

海富通上证可质押城投
债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
券投资基金

Ｂ１９７

华泰柏瑞交易型货币市
场基金 Ｂ１４１
景顺长城交易型货币市
场基金 Ｂ２４２

华宝兴业现金添益交易
型货币市场基金 Ｂ１６７

华安中证细分地产交易
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
基金

Ｂ０８８

华安中证细分医药交易
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
基金

Ｂ０８７

景顺长城中证８００食品
饮料交易型开放式指数
证券投资基金

Ｂ２２７

景顺长城中证ＴＭＴ１５０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
投资基金

Ｂ２２８

景顺长城中证医药卫生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
投资基金

Ｂ２２７

南方中证５００医药卫生
指数交易型开放式指数
证券投资基金

Ｂ２８４

南方中证５００工业指数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
投资基金

Ｂ２８５

南方中证５００信息技术
指数交易型开放式指数
证券投资基金

Ｂ２８５

南方中证５００原材料指
数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
券投资基金

Ｂ２８３

华泰柏瑞中证５００交易
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
基金

Ｂ１３３

嘉实中证主要消费交易
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
基金

Ｂ０５０

嘉实中证医药卫生交易
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
基金

Ｂ０５２

嘉实中证金融地产交易
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
基金

Ｂ０５１

华安国际龙头（ＤＡＸ）交
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
资基金

Ｂ１０４

南方恒生交易型开放式
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Ｂ３０３

华夏沪港通恒生交易型
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
金

Ｂ３４７

华安易富黄金交易型开
放式证券投资基金 Ｂ０９０
华安安信消费服务股票
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１０８
海富通收益增长证券投
资基金 Ｂ１９６

海富通股票证券投资基
金 Ｂ２００
海富通强化回报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 Ｂ１９８
汇添富优势精选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 Ｂ２４９
海富通精选证券投资基
金 Ｂ１９９

海富通风格优势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 Ｂ２００
海富通精选贰号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 Ｂ１９９
汇添富均衡增长股票型
证券投资基金 Ｂ２６０

海富通稳健添利债券型
证券投资基金 Ｂ１９４
海富通领先成长股票型
证券投资基金 Ｂ１９８
海富通中小盘股票型证
券投资基金 Ｂ１９２

海富通上证周期行业５０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
投资基金联接基金

Ｂ１９６

华夏平稳增长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 Ｂ３４５

海富通稳固收益债券型
证券投资基金 Ｂ１９５

海富通上证非周期行业
１００交易型开放式指数
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

Ｂ１９７

海富通国策导向股票型
证券投资基金 Ｂ２００

海富通中证内地低碳经
济主题指数证券投资基
金基金

Ｂ１９２

海富通养老收益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 Ｂ１９３
海富通一年定期开放债
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１９３
海富通双利分级债券型
证券投资基金 Ｂ１９５

海富通内需热点股票型
证券投资基金 Ｂ１９８
海富通双福分级债券型
证券投资基金 Ｂ１９５
海富通阿尔法对冲混合
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Ｂ２０１

汇添富蓝筹稳健灵活配
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Ｂ２５９
汇添富成长焦点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 Ｂ２６４
汇添富价值精选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 Ｂ２６０
汇添富增强收益债券型
证券投资基金 Ｂ２４９

浦银安盛价值成长混合
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２２２
浦银安盛优化收益债券
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２２１

浦银安盛精致生活灵活
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
金

Ｂ２２１

浦银安盛红利精选股票
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２２１
浦银安盛沪深３００指数
增强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２２０

浦银安盛沪深３００指数
增强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３５６

浦银安盛中证锐联基本
面４００指数证券投资基
金

Ｂ２１９

浦银安盛幸福回报定期
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
金

Ｂ２１９

浦银安盛战略新兴产业
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２１９
浦银安盛６个月定期开
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Ｂ２１８

浦银安盛季季添利定期
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
金

Ｂ２１８

浦银安盛消费升级灵活
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
金

Ｂ２１８

浦银安盛新经济结构灵
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

Ｂ２１７

浦银安盛盛世精选灵活
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
金

Ｂ２１７

浦银安盛月月盈安心养
老定期支付债券型证券
投资基金

Ｂ２１６

海富通新内需灵活配置
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１９４

浦银安盛增长动力灵活
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
金

Ｂ２１６

浦银安盛医疗健康灵活
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
金

Ｂ２１６

海富通货币市场证券投
资基金 Ｂ１９９
浦银安盛货币市场证券
投资基金 Ｂ２２０
汇添富货币市场基金 Ｂ２６１
浦银安盛日日盈货币市
场基金 Ｂ２１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