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因重要事项未公告停牌一天：

ST景谷(600265)

其他停牌：

*ST皇台 (000995)、隆基机械 (002363)、

新界泵业(002532)特别停牌；

西水股份(600291)因重要事项未公告，

自1月22日起连续停牌。

民生银行(600016)公布2015年年度业绩

快报公告。

上港集团(600018)公布2016年公司债券

（第一期）票面利率公告。

九鼎投资(600053)公布关于全资子公司

昆吾九鼎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与关联方共同对

九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增资的关联交易公告。

华润万东(600055)公布非公开发行股票

发行结果暨股本变动公告。

华润双鹤(600062)公布关于撤回扶肾祛

毒胶囊药品注册申请的公告。

浙江富润(600070)公布关于披露重大资

产重组预案暨公司股票暂不复牌的提示性公

告。

人福医药(600079)公布关于撤回盐酸阿

芬太尼注射液药品注册申请的提示性公告。

广州发展(600098)公布关于公司全资子

公司广州燃气集团有限公司提前归还募集资

金的公告。

东方航空(600115)公布关于2016年第二

期超短期融资券发行的公告。

东湖高新(600133)公布2015年年度业绩

预减公告。

道博股份(600136)公布关于香港全资子

公司完成注册登记的公告。

永泰能源 (600157) 公布关于 “12永泰

02” 公司债券回售的提示性公告。

巨化股份(600160)公布关于高管继续增

持公司股份的公告。

上海建工(600170)公布2015年度新签合

同情况公告。

瑞茂通(600180)公布关于恒生电子股份

有限公司转让和略电子商务（上海）有限公司

部分股权的公告。

复星医药(600196)公布关于控股子公司

获药品临床试验批准的公告。

大唐电信(600198)公布关于2016年第一

次临时股东大会增加临时提案的公告。

浙江医药(600216)公布关于撤回头孢克

洛胶囊药品注册申请的公告。

天津松江(600225)公布2015年度业绩预

亏公告。

金鹰股份(600232)公布关于控股股东解

除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的公告。

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公布关于

旗下部分开放式基金参加平安证券有

限责任公司申购及定期定额申购业务

费率优惠活动的公告。

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公布关于

增聘长城改革红利灵活配置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基金经理的公告。

长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公布关

于长信中证能源互联网主题指数型证券

投资基金（LOF）基金合同生效公告。

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公布关于

嘉实策略混合基金经理变更的公告。

交银施罗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公

布关于交银施罗德中证互联网金融指

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可能发生不定期

份额折算的风险提示公告。

景顺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公布

关于基金行业高级管理人员变更公告。

农银汇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公布

关于旗下基金资产估值方法调整的公

告。

诺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公布关于

旗下部分基金参加渤海银行费率优惠

活动的公告。

*ST中昌(600242)公布关于公司股东股

权解除质押的公告。

海正药业(600267)公布关于撤回氨基葡

萄糖软骨素片等药品生产注册申请的公告。

恒瑞医药(600276)公布关于注销已回购

部分股权激励股票的公告。

重庆港九(600279)公布关联交易公告。

钱江水利(600283)公布关于利用闲置募

集资金购买有保本约定的短期理财产品部分

到期赎回的公告。

商业城(600306)公布关于公司股东撤回

减持计划的公告。

天房发展(600322)公布2015年年度业绩

预减公告。

华夏幸福(600340)公布关于下属公司竞

得土地使用权的公告。

亚宝药业(600351)公布关于公司及全资

子公司撤回药品注册申请的公告。

金地集团(600383)公布关于股权激励计

划行权结果暨股份上市公告。

东华实业(600393)公布第八届董事会第

十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ST海润 (600401) 公布涉及仲裁的公

告。

江淮汽车(600418)公布关于2016年度经

营计划的公告。

博通股份(600455)公布关于披露重大资

产重组预案暨公司股票继续停牌的公告。

蓝光发展(600466)公布股权激励计划限

制性股票首次授予结果公告。

杭萧钢构(600477)公布关于公司及控股

子公司提供融资担保的公告。

信威集团(600485)公布关于重庆信威签

订重大业务框架协议的提示性公告。

晋西车轴(600495)公布关于公司董事长

辞职的公告。

精工钢构(600496)公布关于控股股东股

份被冻结的公告。

安徽水利(600502)公布关于签订募集资

金专户存储四方监管协议的公告。

康美药业(600518)公布关于与普宁市卫

生和计划生育局签订合作协议的公告。

豫光金铅(600531)公布关于非公开发行

股票摊薄即期回报的风险提示及填补措施的

公告。

天士力(600535)公布关于“中药

先进制造技术国家地方联合工程实验

室（天津）” 获批的公告。

慧球科技 (600556)公布关于董

事会秘书、副总经理辞职的公告。

山鹰纸业 (600567)公布关于公

司获得资源综合利用产品增值税退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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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

基金

书书书

易方达军工指数分级证
券投资基金 Ｂ１３６
易方达国企改革指数分
级证券投资基金 Ｂ１１６
易方达证券公司指数分
级证券投资基金 Ｂ１２１

中海中证高铁产业指数
分级证券投资基金 Ｂ２７２
易方达上证５０指数分
级证券投资基金 Ｂ１３２

易方达上证中盘交易型
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
金

Ｂ１３３

招商上证消费８０交易
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
基金

Ｂ１６４

中银上证国有企业１００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
投资基金

Ｂ１７３

易方达沪深３００交易型
开放式指数发起式证券
投资基金

Ｂ１３９

银华上证５０等权重交
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
资基金

Ｂ２３８

上投摩根上证１８０高贝
塔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
券投资基金

Ｂ２０１

易方达中证５００交易型
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
金

Ｂ１１９

万家上证５０交易型开
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Ｂ０８２

易方达恒生中国企业交
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
资基金

Ｂ１１５

银华交易型货币市场基
金 Ｂ２４０

易方达沪深３００医药卫
生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
券投资基金

Ｂ１４２

易方达沪深３００非银行
金融交易型开放式指数
证券投资基金

Ｂ１４１

银华核心价值优选股票
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２４２
新华优选分红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 Ｂ２４７
新华优选成长股票型证
券投资基金 Ｂ２４８

新华泛资源优势灵活配
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Ｂ２５３
新华钻石品质企业股票
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２４５
新华行业周期轮换股票
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２４８
新华中小市值优选股票
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２４６

新华灵活主题股票型证
券投资基金 Ｂ２５２
新华优选消费股票型证
券投资基金 Ｂ２４７
新华纯债添利债券型发
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Ｂ２５３

新华行业轮换灵活配置
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２４９
新华趋势领航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 Ｂ２５１
新华安享惠金定期开放
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２５４
新华信用增益债券型证
券投资基金 Ｂ２４９

新华鑫利灵活配置混合
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２５０
新华鑫安保本一号混合
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２５０
万家１８０指数证券投资
基金 Ｂ０７９

万家和谐增长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 Ｂ０７９
万家双引擎灵活配置混
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０８５
万家精选股票型证券投
资基金 Ｂ０７９
万家稳健增利债券型证
券投资基金 Ｂ０８５

万家信用恒利债券型证
券投资基金 Ｂ０８４
万家双利债券型发起式
证券投资基金 Ｂ０８４
万家新利灵活配置混合
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０８２
万家品质生活股票型证
券投资基金 Ｂ０８０

万家货币市场证券投资
基金 Ｂ０８０
万家日日薪货币市场证
券投资基金 Ｂ０８１
银河鸿利灵活配置混合
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２２９

银河转型增长主题灵活
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
金

Ｂ２２１

银河鑫利灵活配置混合
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２２４

银河泽利保本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 Ｂ２２２

银河现代服务主题灵活
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
金

Ｂ２２４

银河灵活配置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 Ｂ２２７
银河增利债券型发起式
证券投资基金 Ｂ２２１
银河岁岁回报定期开放
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２２５

银河美丽优萃股票型证
券投资基金 Ｂ２２７
银河银信添利债券型证
券投资基金 Ｂ２２２
银河竞争优势成长股票
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２２８

银河领先债券型证券投
资基金 Ｂ２２７
银河行业优选股票型证
券投资基金 Ｂ２２３
银河沪深３００价值指数
证券投资基金 Ｂ２２９
银河蓝筹精选股票型证
券投资基金 Ｂ２２８

银河康乐股票型证券投
资基金 Ｂ２２８
银河创新成长股票型证
券投资基金 Ｂ２３０
银河润利保本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润利 Ｂ２２６

银河强化收益债券型证
券投资基金 Ｂ２２６

银河定投宝中证腾安价
值１００指数型发起式证
券投资基金

Ｂ２３０

银河消费驱动股票型证
券投资基金 Ｂ２２４
银河主题策略股票型证
券投资基金 Ｂ２２１
汇丰晋信低碳先锋股票
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２９２

汇丰晋信消费红利股票
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２９３
信诚四季红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 Ｂ１９２

书书书

信诚精萃成长股票型证
券投资基金 Ｂ１８９
信诚盛世蓝筹股票型证
券投资基金 Ｂ１９１
信诚三得益债券型证券
投资基金 Ｂ１９０

信诚经典优债债券型证
券投资基金 Ｂ１８９
信诚优胜精选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 Ｂ１８４
信诚中小盘股票型证券
投资基金 Ｂ１８５
信诚货币市场证券投资
基金 Ｂ１９３

信诚理财７日盈债券型
证券投资基金 Ｂ１８９
信诚添金分级债券型证
券投资基金 Ｂ１９２
信诚优质纯债债券型证
券投资基金 Ｂ１８４
益民货币市场基金 Ｂ０５９
益民红利成长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 Ｂ０５９
中邮核心优选股票型证
券投资基金 Ｂ０７５

中邮核心成长股票型证
券投资基金 Ｂ０７６
中邮核心优势灵活配置
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０７６
中邮核心主题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 Ｂ０７５

中邮中小盘灵活配置混
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０７４
中邮上证３８０指数增强
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０７２
中邮战略新兴产业股票
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０７４
中邮稳定收益债券型证
券投资基金 Ｂ０７３

信达澳银领先增长股票
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２１９
信达澳银精华灵活配置
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２２０
信达澳银中小盘股票型
证券投资基金 Ｂ２１８
信达澳银红利回报股票
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２２０

信达澳银产业升级股票
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２２０
信达澳银消费优选股票
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２１９
信达澳银信用债债券型
证券投资基金 Ｂ２１８

华商现金增利货币市场
基金 Ｂ２９０
英大纯债债券型证券投
资基金 Ｂ０６３
浙商聚潮策略配置混合
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１４７
浙商聚潮产业成长混合
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１４７

易方达天天理财货币市
场基金 Ｂ１３０
易方达信用债债券型证
券投资基金 Ｂ１２５
中银消费主题股票型证
券投资基金 Ｂ１７１

银华中证成长股债恒定
组合３０ ／ ７０指数证券投
资基金

Ｂ２３２

上投摩根成长动力混合
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２０８

天治可转债增强债券型
证券投资基金 Ｂ０６５
信诚新双盈分级债券型
证券投资基金 Ｂ１８１
易方达纯债１年定期开
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Ｂ１１７

中银美丽中国股票型证
券投资基金 Ｂ１７４
上投摩根天颐年丰混合
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１９９
招商安润保本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 Ｂ１６４
融通通泰保本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 Ｂ２１２

易方达高等级信用债债
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１１６
中海安鑫保本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 Ｂ２８０
易方达裕丰回报债券型
证券投资基金 Ｂ１２３
中银新回报灵活配置混
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１７１

银华信用四季红债券型
证券投资基金 Ｂ２３６
天弘余额宝货币市场基
金 Ｂ０５２
易方达投资级信用债债
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１２９

信诚新兴产业股票型证
券投资基金 Ｂ１８２
泰信鑫益定期开放债券
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１０３
天弘稳利定期开放债券
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０５５
上投摩根红利回报混合
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２０５

上投摩根岁岁盈定期开
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Ｂ２００
信诚季季定期支付债券
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１８８

易方达恒久添利１年定
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
基金

Ｂ１１５

中邮定期开放债券型证
券投资基金 Ｂ０７７
银华信用季季红债券型
证券投资基金 Ｂ２３６

银华永利债券型证券投
资基金 Ｂ２３５
中海纯债债券型证券投
资基金 Ｂ２８０
中银中高等级债券型证
券投资基金 Ｂ１６８
招商瑞丰灵活配置混合
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Ｂ１５６

中海惠利纯债分级债券
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２７８
泰达宏利淘利债券型证
券投资基金 Ｂ０９５

上投摩根转型动力灵活
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
金

Ｂ１９４

中加货币市场基金 Ｂ１４８
易方达易理财货币市场
基金 Ｂ１２４
信诚年年有余定期开放
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１９０

中银惠利纯债半年定期
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
金

Ｂ１７７

上投摩根双债增利债券
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２００

泰达宏利瑞利分级债券
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０９６
华商优势行业灵活配置
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２９１

招商标普高收益红利贵
族指数增强型证券投资
基金

Ｂ１６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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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方达新兴成长灵活配
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Ｂ１２６
信诚月月定期支付债券
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１８４
益民服务领先灵活配置
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０６０

前海开源事件驱动灵活
配置混合型发起式证券
投资基金

Ｂ２７２

易方达聚盈分级债券型
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Ｂ１３６
中银优秀企业股票型证
券投资基金 Ｂ１６８
新华壹诺宝货币市场基
金 Ｂ２４８

易方达裕惠回报定期开
放式混合型发起式证券
投资基金

Ｂ１２２

融通月月添利定期开放
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２１０

上投摩根核心成长股票
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２０５
英大领先回报混合型发
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Ｂ０６３
融通通瑞一年目标触发
式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Ｂ２１３
融通通瑞一年目标触发
式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Ｂ２１２
鑫元货币市场基金 Ｂ１４５
中信建投稳信定期开放
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０６２

泰达宏利养老收益混合
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０９３
上银新兴价值成长混合
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２１７
上投摩根民生需求股票
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２０３

招商丰盛稳定增长灵活
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
金

Ｂ１６０

永赢货币市场基金 Ｂ０９１
中银活期宝货币市场基
金 Ｂ１７６
中邮核心竞争力灵活配
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Ｂ０７６
兴业定期开放债券型证
券投资基金 Ｂ０７１

信诚幸福消费股票型证
券投资基金 Ｂ１８３
中加纯债一年定期开放
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１４８
中邮双动力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 Ｂ０７２

中银多策略灵活配置混
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１７９
天弘通利混合型证券投
资基金 Ｂ０５６
兴全添利宝货币市场基
金 Ｂ０８６
中邮货币市场基金 Ｂ０７１
鑫元一年定期开放债券
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１４４
招商招钱宝货币市场基
金 Ｂ１５１

中银健康生活股票型证
券投资基金 Ｂ１７５
前海开源中证军工指数
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２７１
中海积极收益灵活配置
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２７７
信诚薪金宝货币市场基
金 Ｂ１８３

易方达创新驱动灵活配
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Ｂ１１８
银华多利宝货币市场基
金 Ｂ２４４
新华阿里一号保本混合
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２５５

上投摩根优信增利债券
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１９６
易方达现金增利货币市
场基金 Ｂ１２９
中银聚利分级债券型证
券投资基金 Ｂ１７５
招商招金宝货币市场基
金 Ｂ１５２

易方达财富快线货币市
场基金 Ｂ１３９
鑫元稳利债券型证券投
资基金 Ｂ１４５
前海开源沪深３００指数
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２７１
银华活钱宝货币市场基
金 Ｂ２４１

中海惠祥分级债券型证
券投资基金 Ｂ２７８
招商丰利灵活配置混合
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１６０
上投摩根现金管理货币
市场基金 Ｂ１９８

前海开源新经济灵活配
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Ｂ２７０

前海开源大海洋战略经
济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

Ｂ２７１

鑫元鸿利债券型证券投
资基金 Ｂ１４５
中银薪钱包货币市场基
金 Ｂ１７０
易方达天天增利货币市
场基金 Ｂ１３０

中邮多策略灵活配置混
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０７７
上投摩根天添宝货币市
场基金 Ｂ２００
融通转型三动力灵活配
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Ｂ２０９
兴业货币市场证券投资
基金 Ｂ０７０

融通健康产业灵活配置
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２１５
中信建投货币市场基金Ｂ０６１
招商行业精选股票型证
券投资基金 Ｂ１５４
万家现金宝货币市场证
券投资基金 Ｂ０８４
易方达龙宝货币市场基
金 Ｂ１３５
银华双月定期理财债券
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２３７

中金纯债债券型证券投
资基金 Ｂ２６５
中信建投稳利保本混合
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０６２
中银新经济灵活配置混
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１７０

招商招利１个月期理财
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１５１

中银安心回报半年定期
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
金

Ｂ１８１

新华财富金３０天理财
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２５４
银华高端制造业灵活配
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Ｂ２４３
泰达宏利转型机遇股票
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０９２

上投摩根纯债丰利债券
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２０７
上投摩根天添盈货币市
场基金 Ｂ１９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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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海医药健康产业精选
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
资基金

Ｂ２７３

中金现金管家货币市场
基金 Ｂ２６５
上投摩根稳进回报混合
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１９９
上投摩根纯债添利债券
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２０７

九泰天宝灵活配置混合
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０７８
中欧睿达定期开放混合
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Ｂ２５９
鑫元半年定期开放债券
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１４６
新华阿鑫一号保本混合
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２５４

新华活期添利货币市场
基金 Ｂ２５２

银华回报灵活配置定期
开放混合型发起式证券
投资基金

Ｂ２４１

鑫元合丰分级债券型证
券投资基金 Ｂ１４６
英大现金宝货币市场基
金 Ｂ０６２
中加纯债分级债券型证
券投资基金 Ｂ１４９

前海开源股息率１００强
等权重股票型证券投资
基金

Ｂ２７０

中邮现金驿站货币市场
基金 Ｂ０７３
中信建投睿信灵活配置
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０６１
前海开源睿远稳健增利
混合型证券投资基 Ｂ２７０
中银研究精选灵活配置
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１６９

易方达沪深３００非银行
金融交易型开放式指数
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

Ｂ１４１

招商医药健康产业股票
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１５３
天弘沪深３００指数型发
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Ｂ０５７
天弘中证５００指数型发
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Ｂ０５０

兴业多策略灵活配置混
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
金

Ｂ０７０

中邮核心科技创新灵活
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
金

Ｂ０７５

前海开源大安全核心精
选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

Ｂ２６９

新华万银多元策略灵活
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
金

Ｂ２５１

新华增盈回报债券型证
券投资基金 Ｂ２４７
中银新动力股票型证券
投资基金 Ｂ１７１

易方达平稳增长证券投
资基金 Ｂ１３４
易方达策略成长证券投
资基金 Ｂ１４０
易方达５０指数证券投
资基金 Ｂ１４３
易方达积极成长证券投
资基金 Ｂ１３７
易方达货币市场基金 Ｂ１３８
易方达价值精选股票型
证券投资基金 Ｂ１３７

易方达价值成长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 Ｂ１３７
易方达科汇灵活配置混
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１３６
易方达科翔股票型证券
投资基金 Ｂ１３５
易方达行业领先企业股
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１２５

易方达增强回报债券型
证券投资基金 Ｂ１２１

易方达深证１００交易型
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
金联接基金

Ｂ１３２

易方达上证中盘交易型
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
金联接基金

Ｂ１３３

易方达消费行业股票型
证券投资基金 Ｂ１２８
易方达医疗保健行业股
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１２４

易方达创业板交易型开
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联接基金

Ｂ１１８

易方达安心回报债券型
证券投资基金 Ｂ１４３

易方达科讯股票型证券
投资基金 Ｂ１３５

易方达恒生中国企业交
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
资基金联接基金

Ｂ１１５

易方达双债增强债券型
证券投资基金 Ｂ１３１
易方达纯债债券型证券
投资基金 Ｂ１１７
易方达策略成长二号混
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１４０
博时基金 Ｂ００６
博时基金 Ｂ００５
长安基金 Ｂ００７
长城基金 Ｂ００６
大成基金 Ｂ００７
方正富邦基金 Ｂ００４
国开泰富基金 Ｂ００４
国泰基金 Ｂ００３
工银瑞信基金 Ｂ０４２
华泰柏瑞基金 Ｂ００６
中海可转换债券债券型
证券投资基金 Ｂ２７６

泰达宏利信用合利定期
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
金

Ｂ０９３

嘉实基金 Ｂ００３
景顺长城基金 Ｂ００６
交银施罗德基金 Ｂ００４
诺安基金 Ｂ００３
诺德基金 Ｂ００７
农银汇理基金 Ｂ００７
平安大华基金 Ｂ００７
鹏华基金 Ｂ００３
泰达宏利基金 Ｂ００７
天弘基金 Ｂ００４
万家基金 Ｂ００３
信诚基金 Ｂ０３８
信达澳银基金 Ｂ０４２
新华基金 Ｂ０３８
易方达基金 Ｂ００４
浙商基金 Ｂ００７
中金基金 Ｂ０４２
中金基金 Ｂ００４
中欧基金 Ｂ０４１
中银基金 Ｂ００４
上海东方证券资产管理
有限公司 Ｂ００３
泰康资产管理有限责任
公司 Ｂ００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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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０００１２ 南玻Ａ Ｂ０３５
００００３３ ＳＴ新都 Ｂ０１１
００００３３ ＳＴ新都 Ｂ０１２
００００４２ 中洲控股 Ｂ０３０
００００５６ 皇庭国际 Ｂ０４１
００００６１ 农产品 Ｂ０３６
０００１５３ 丰原药业 Ｂ０１５
０００４０２ 金融街 Ｂ０２４
０００４２８ 华天酒店 Ｂ０１６
０００５２６ 银润投资 Ｂ０３７
０００５３０ 大冷股份 Ｂ０３８
０００５３３ 万家乐 Ｂ０２８
０００５６０ 昆百大Ａ Ｂ０２５
０００６１５ 湖北金环 Ｂ０２４
０００６２０ 新华联 Ｂ０２６
０００６３６ 风华高科 Ｂ０２０
０００６５９ ＳＴ中富 Ｂ０２２
０００６６７ 美好集团 Ｂ０１７
０００６６９ 金鸿能源 Ｂ０２５
０００６７６ 智度投资 Ａ１６
０００６８２ 东方电子 Ｂ００８
０００６８８ 建新矿业 Ｂ０３５
０００６９５ 滨海能源 Ｂ００８
０００６９７ 炼石有色 Ｂ０１７
０００６９８ 沈阳化工 Ｂ０３１
０００７１６ 黑芝麻 Ｂ０３３
０００７１８ 苏宁环球 Ｂ０２８
０００７２７ 华东科技 Ｂ０１３
０００７３２ 泰禾集团 Ｂ０３０
０００７６８ 中航飞机 Ｂ０４２
０００７７６ 广发证券 Ｂ００４
０００７８８ 北大医药 Ｂ００７
０００８０３ 金宇车城 Ｂ０２８
０００８１０ 创维数字 Ｂ０３３
０００８２６ 启迪桑德 Ｂ０３２
０００８３６ 鑫茂科技 Ｂ０１８
０００８５０ 华茂股份 Ｂ０４０
０００８６１ 海印股份 Ｂ０１６
０００８８６ 海南高速 Ｂ０１５
０００８９３ 东凌粮油 Ｂ０３７
０００９０３ 云内动力 Ｂ０２６
０００９２６ 福星股份 Ａ１６
０００９３１ 中关村 Ａ１６
０００９６１ 中南建设 Ａ１１
０００９６１ 中南建设 Ｂ０１７
０００９６８ 煤气化 Ｂ０１９
０００９７５ 银泰资源 Ｂ０３６
０００９８０ 金马股份 Ｂ０１９
００２０１８ 华信国际 Ｂ０４２
００２０２０ 京新药业 Ｂ０２３
００２０３３ 丽江旅游 Ｂ０３６
００２０３５ 华帝股份 Ｂ０１５
００２０４９ 同方国芯 Ｂ０２８
００２０５３ 云南盐化 Ｂ０２４
００２０７５ 沙钢股份 Ｂ０４１
００２０８６ 东方海洋 Ｂ０１９
００２０８８ 鲁阳节能 Ｂ０１９
００２０９２ 中泰化学 Ｂ０４１
００２０９９ 海翔业 Ｂ０４８
００２１２５ 湘潭电化 Ｂ０１８
００２１３３ 广宇集团 Ｂ０１９
００２１３５ 东南网架 Ｂ０１４
００２１４７ 方圆支承 Ｂ０１４
００２１５３ 石基信息 Ｂ０３７
００２１８８ 新嘉联 Ｂ０２７
００２１９２ ＳＴ融捷 Ｂ０４７
００２２０７ 准油股份 Ａ１１
００２２０７ 准油股份 Ｂ０１４
００２２１０ 飞马国际 Ｂ０２３
００２２１９ 恒康医疗 Ｂ０３５
００２２１９ 恒康医疗 Ｂ０１０
００２２１９ 恒康医疗 Ｂ００９
００２２３３ 塔牌集团 Ｂ０２２
００２２３８ 天威视讯 Ｂ０３１
００２２３９ 奥特佳 Ｂ０１５
００２２４０ 威华股份 Ｂ０４３
００２２５８ 利尔化学 Ａ０５
００２２６０ 德奥通航 Ｂ０１９
００２２７４ 华昌化工 Ｂ０２５
００２２８８ 超华科技 Ｂ０２３
００２２８９ 宇顺电子 Ｂ０２８
００２２９９ 圣农发展 Ｂ０２８
００２３０６ ＳＴ云网 Ｂ０３７
００２３１３ 日海通讯 Ｂ０３６
００２３３２ 仙琚制药 Ｂ０２６
００２３５４ 天神娱乐 Ｂ０２２
００２３５８ 森源电气 Ｂ０２９
００２３６３ 隆基机械 Ａ０５
００２３７３ 千方科技 Ｂ０２８
００２３７６ 新北洋 Ｂ０２６
００２３７９ 鲁丰环保 Ｂ０２４
００２３８３ 合众思壮 Ｂ０２０
００２３８６ 天原集团 Ｂ０２４
００２３８７ 黑牛食品 Ｂ０２１
００２３９０ 信邦制药 Ｂ０２７
００２４１３ 雷科防务 Ｂ０２５
００２４１７ ＳＴ元达 Ｂ０３２
００２４５２ 长高集团 Ｂ０１０
００２４５６ 欧菲光 Ｂ０３０
００２４６６ 天齐锂业 Ａ１６
００２４８３ 润邦股份 Ｂ０３３
００２４８９ 浙江永强 Ｂ０１７
００２４９３ 荣盛石化 Ａ１５
００２５００ 山西证券 Ｂ０３２
００２５０３ 搜于特 Ｂ０３０
００２５０５ 大康牧业 Ｂ００８
００２５１１ 中顺洁柔 Ｂ０２１
００２５１７ 泰亚股份 Ｂ０３０
００２５３２ 新界泵业 Ｂ０２８
００２５３５ 林州重机 Ｂ０２１
００２５３６ 西泵股份 Ｂ０２９
００２５４４ 杰赛科技 Ａ１０
００２５６４ 天沃科技 Ｂ０２６
００２５７３ 清新环境 Ｂ０３３
００２５７５ 群兴玩具 Ｂ０３３
００２５７７ 雷柏科技 Ａ１２
００２５８０ 圣阳股份 Ｂ０３２
００２５８１ 未名医药 Ｂ０２６
００２５９１ 恒大高新 Ｂ００４
００２５９２ 八菱科技 Ｂ０２０
００２５９６ 海南瑞泽 Ｂ０２０
００２６１１ 东方精工 Ａ１１
００２６２９ 仁智油服 Ｂ０３２
００２６３０ 华西能源 Ｂ０４２
００２６３６ 金安国纪 Ｂ０３７
００２６４７ 宏磊股份 Ｂ０４２
００２６５２ 扬子新材 Ｂ０２６
００２６５４ 万润科技 Ｂ０２８
００２６６０ 茂硕电源 Ｂ０２８
００２７０８ 光洋股份 Ｂ０２３
００２７１１ 欧浦智网 Ｂ０３８
００２７２５ 跃岭股份 Ｂ０２７
００２７２７ 一心堂 Ｂ０３７
００２７３９ 万达院线 Ｂ０１８
００２７５０ 龙津药业 Ｂ０２１
００２７５５ 东方新星 Ｂ０２３
００２７７２ 众兴菌业 Ｂ０２１
００２７７７ 久远银海 Ｂ０２６
００２７８５ 万里石 Ｂ０２４
００２７８７ 华源包装 Ｂ０２５
３０００１１ 鼎汉技术 Ｂ０１４
３００４１６ 苏试试验 Ｂ０３２
３００４９４ 盛天网络 Ｂ０２９
６０００１６ 民生银行 Ｂ０２４
６０００１８ 上港集团 Ａ１１
６０００５５ 华润万东 Ｂ０２３
６０００６２ 华润双鹤 Ｂ０１６
６０００７０ 浙江富润 Ａ３１
６０００７９ 人福医药 Ｂ０２２
６０００９６ 云天化 Ｂ０１８
６０００９８ 广州发展 Ｂ０１５
６００１０６ 重庆路桥 Ｂ０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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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００１１１ 北方稀土 Ｂ００４
６００１１５ 东方航空 Ｂ０１４
６００１２２ 宏图高科 Ｂ０１３
６００１３３ 东湖高新 Ｂ０１４
６００１３６ 道博股份 Ｂ０１４
６００１５７ 永泰能源 Ｂ０１８
６００１６０ 巨化股份 Ｂ０２５
６００１７０ 上海建工 Ｂ０３１
６００１８０ 瑞茂通 Ｂ０３３
６００１９６ 复星医药 Ｂ０２０
６００１９８ 大唐电信 Ｂ００８
６００２１６ 浙江医药 Ｂ０２４
６００２２５ 天津松江 Ｂ０３１
６００２２７ 赤天化 Ｂ００８
６００２３２ 金鹰股份 Ｂ０２５
６００２３７ 铜峰电子 Ｂ０１８
６００２３８ 海南椰岛 Ｂ０３９
６００２４２ ＳＴ中昌 Ｂ０３１
６００２４６ 万通地产 Ｂ０３４
６００２６５ ＳＴ景谷 Ｂ０３３
６００２６７ 海正药业 Ｂ０２０
６００２７６ 恒瑞医药 Ｂ０３７
６００２７９ 重庆港九 Ｂ０１０
６００２８３ 钱江水利 Ｂ０３０
６００３０６ 商业城 Ａ１６
６００３２２ 天房发展 Ｂ０２９
６００３３２ 白云山 Ｂ００７
６００３４０ 华夏幸福 Ｂ０２３
６００３５１ 亚宝药业 Ｂ０２９
６００３６８ 五洲交通 Ｂ０２１
６００３８３ 金地集团 Ｂ０２７
６００３９３ 东华实业 Ｂ０２３
６００４０１ ＳＴ海润 Ｂ０３３
６００４１６ 湘电股份 Ｂ０２６
６００４１８ 江淮汽车 Ｂ０１５
６００４２２ 昆药集团 Ｂ０３４
６００４５２ 涪陵电力 Ｂ０１５
６００４５５ 博通股份 Ａ２９
６００４６２ 石岘纸业 Ｂ０３０
６００４６６ 蓝光发展 Ｂ０３３
６００４７７ 杭萧钢构 Ｂ０１５
６００４８５ 信威集团 Ｂ０３５
６００４８７ 亨通光电 Ｂ０１６
６００４９０ 鹏欣资源 Ｂ０３５
６００４９５ 晋西车轴 Ｂ０２６
６００４９６ 精工钢构 Ｂ０３５
６００５０２ 安徽水利 Ｂ０１６
６００５１８ 康美药业 Ｂ０２７
６００５１８ 康美药业 Ｂ０３４
６００５３０ 交大昂立 Ｂ０２３
６００５３１ 豫光金铅 Ｂ０３１
６００５３５ 天士力 Ｂ０３０
６００５５６ 慧球科技 Ｂ０２３
６００５６７ 山鹰纸业 Ｂ０３３
６００５７０ 恒生电子 Ｂ０１３
６００５７２ 康恩贝 Ｂ０２１
６００５８０ 卧龙电气 Ｂ０３５
６００６０６ 绿地控股 Ｂ０３３
６００６３４ 中技控股 Ｂ０１７
６００６５８ 电子城 Ｂ０２３
６００６６８ 尖峰集团 Ｂ０３７
６００６７１ 天目药业 Ｂ０３１
６００６７５ 中华企业 Ｂ０２５
６００６７７ 航天通信 Ｂ０２０
６００６７８ 四川金顶 Ｂ０２２
６００６９０ 青岛海尔 Ｂ０３０
６００７３０ 中国高科 Ｂ０２７
６００７３５ 新华锦 Ｂ０２７
６００７４５ 中茵股份 Ｂ０２９
６００７５５ 厦门国贸 Ｂ０２８
６００７５８ 红阳能源 Ｂ０３４
６００７６５ 中航重机 Ｂ０２１
６００７７１ 广誉远 Ｂ０１５
６００７７５ 南京熊猫 Ｂ００７
６００７９５ 国电电力 Ｂ０１５
６００８４７ 万里股份 Ｂ０３０
６００８５７ 宁波中百 Ａ１２
６００８７７ 中国嘉陵 Ｂ０２５
６００８８１ 亚泰集团 Ｂ０３１
６００９１７ 重庆燃气 Ｂ０１０
６００９６５ 福成五丰 Ｂ０１６
６００９６９ 郴电国际 Ｂ０１４
６０１００５ 重庆钢铁 Ｂ０１４
６０１０１１ 宝泰隆 Ｂ００７
６０１０５８ 赛轮金宇 Ｂ０３２
６０１１３９ 深圳燃气 Ｂ０２２
６０１１６６ 兴业银行 Ａ１６
６０１２３８ 广汽集团 Ａ１１
６０１２５８ 庞大集团 Ｂ０３２
６０１２８８ 农业银行 Ｂ０３４
６０１３７７ 兴业证券 Ｂ０２５
６０１５５５ 东吴证券 Ｂ０２０
６０１６０８ 中信重工 Ｂ０３６
６０１６３６ 旗滨集团 Ｂ０３２
６０１６６９ 中国电建 Ｂ０４１
６０１７００ 风范股份 Ｂ０１４
６０１８６６ 中海集运 Ｂ０４１
６０１９１９ 中国远洋 Ｂ０２４
６０１９８９ 中国重工 Ｂ０３５
６０１９９１ 大唐发电 Ｂ００８
６０１９９２ 金隅股份 Ｂ０２５
６０１９９８ 中信银行 Ｂ０４０
６０３０１２ 创力集团 Ｂ０３３
６０３０２１ 山东华鹏 Ｂ０２９
６０３１１６ 红蜻蜓 Ｂ０１６
６０３３３３ 明星电缆 Ｂ０２４
６０３３３８ 浙江鼎力 Ｂ０１７
６０３５０８ 思维列控 Ｂ０３１
６０３５６７ 珍宝岛 Ｂ０２１
６０３５８９ 口子窖 Ｂ０２５
６０３６６９ 灵康药业 Ｂ０１９
６０３６８６ 龙马环卫 Ｂ０２４
６０３９９９ 读者传媒 Ｂ０２０
中欧明睿新起点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 Ｂ２６０

新华稳健回报灵活配置
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
基金

Ｂ２５１

中海合鑫灵活配置混合
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２７９
中信建投凤凰货币市场
基金 Ｂ０６１

上投摩根安全战略股票
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２０８
易方达增金宝货币市场
基金 Ｂ１２１

泰达宏利改革动力量化
策略灵活配置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

Ｂ１００

易方达新经济灵活配置
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１２８
兴业年年利定期开放债
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０６８

前海开源中证大农业指
数增强型证券投资基金Ｂ２６９

天弘云端生活优选灵活
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
金

Ｂ０５２

中银恒利半年定期开放
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１７８
天弘增益宝货币市场基
金 Ｂ０５１
新华策略精选股票型证
券投资基金 Ｂ２５３

中金绝对收益策略定期
开放混合型发起式证券
投资基金

Ｂ２６５

前海开源高端装备制造
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
资基金

Ｂ２６８

易方达改革红利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 Ｂ１１７

书书书

前海开源国家比较优势
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
资基金

Ｂ２６７

前海开源工业革命４． ０
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
资基金

Ｂ２６８

信达澳银转型创新股票
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２１８
中欧瑾泉灵活配置混合
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２６１

中欧精选灵活配置定期
开放混合型发起式证券
投资基金

Ｂ２６０

上投摩根卓越制造股票
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１９４
中银宏观策略灵活配置
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１７８

益民品质升级灵活配置
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０５９
易方达裕如灵活配置混
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１２２
泰达宏利创盈灵活配置
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１０１
中欧瑾源灵活配置混合
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２６０

申万菱信多策略灵活配
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Ｂ１１４
融通互联网传媒灵活配
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Ｂ２１５

融通新区域新经济灵活
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
金

Ｂ２１１

中欧琪和灵活配置混合
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２５９

泰达宏利复兴伟业灵活
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
金

Ｂ１００

中欧瑾和灵活配置混合
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２６１

前海开源再融资主题精
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Ｂ２６７
易方达安心回馈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 Ｂ１４３
易方达新常态灵活配置
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１２８

上投摩根整合驱动灵活
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
金

Ｂ１９６

中金消费升级股票型证
券投资基金 Ｂ２６４

申万菱信安鑫回报灵活
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
金

Ｂ１１２

前海开源一带一路主题
精选灵活配置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

Ｂ２６７

天弘互联网灵活配置混
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０５７

中欧滚钱宝发起式货币
市场基金 Ｂ２６３
易方达新收益灵活配置
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１２７

上投摩根动态多因子策
略灵活配置证券投资基
金

Ｂ２０６

中邮趋势精选灵活配置
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０７２

中邮稳健添利灵活配置
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０７３
中邮信息产业灵活配置
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０７４
中银国有企业债债券型
证券投资基金 Ｂ１７９
易方达新利灵活配置混
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１２７

天弘新活力灵活配置混
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
金

Ｂ０５４

中海进取收益灵活配置
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２７６
泰达宏利新起点灵活配
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Ｂ０９４
兴业收益增强债券型证
券投资基金 Ｂ０６８
银华恒利灵活配置混合
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２４２

泰达宏利蓝筹价值混合
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０９７
英大灵活配置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 Ｂ０６３
兴业聚利灵活配置混合
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０６９
中邮创新优势灵活配置
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０７７

前海开源清洁能源主题
精选灵活配置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

Ｂ２６６

中海积极增利灵活配置
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２７７
易方达新鑫灵活配置混
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１２６
天弘普惠养老保本混合
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０５６

新华战略新兴产业灵活
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
金

Ｂ２４６

平安大华智慧中国灵活
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
金

Ｂ２９７

兴业添利债券型证券投
资基金 Ｂ０６８

银华稳利灵活配置混合
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２３７

九泰天富改革新动力灵
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

Ｂ０７８

九泰天富改革新动力灵
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

Ｂ２９４

中欧永裕混合型证券投
资基金 Ｂ２５５
上投摩根智慧互联股票
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１９６
上投摩根智慧互联股票
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２９９
易方达新益灵活配置混
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１２５

兴业聚优灵活配置混合
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０６９
易方达新享灵活配置混
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１２６
泓德泓富灵活配置混合
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２８７

兴业稳固收益一年理财
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０６７
兴业稳固收益两年理财
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０６７
中银新趋势灵活配置混
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１７０
易方达新丝路灵活配置
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１２７

富兰克林国海金融地产
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
资基金

Ｂ２８５

信诚新选回报灵活配置
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１８３
招商国企改革主题混合
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１５９
招商移动互联网产业股
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１５３
信诚新锐回报灵活配置
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１８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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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达宏利创益灵活配置
混合证券投资基金 Ｂ１０１
泰达宏利新思路灵活配
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Ｂ０９４
招商丰泽灵活配置混合
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１５９

中邮乐享收益灵活配置
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０７１
易方达瑞景灵活配置混
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１３４
易方达瑞享灵活配置混
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１３３
融通通鑫灵活配置混合
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２１２

融通通鑫灵活配置混合
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２９８
融通新能源灵活配置混
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２１１
易方达国防军工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 Ｂ１１６

中银智能制造股票型证
券投资基金 Ｂ１６８
泰康薪意保货币市场基
金 Ｂ０６０
上投摩根新兴服务股票
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１９８
天弘新价值灵活配置混
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０５４

天弘鑫安宝保本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 Ｂ０５４
万家瑞丰灵活配置混合
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０８１
信诚新鑫回报灵活配置
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１８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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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Ｂ０８６

易方达中债３ － ５年期
国债指数证券投资基金Ｂ１２０

万家瑞兴灵活配置混合
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０８１
鑫元安鑫宝货币市场基
金 Ｂ１４６
天弘云商宝货币市场基
金 Ｂ０５２
招商安益保本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 Ｂ１６２

中加改革红利灵活配置
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１４８

上投摩根科技前沿灵活
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
金

Ｂ２０４

兴业聚惠灵活配置混合
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０６９
天弘中证医药１００指数
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Ｂ０４９

天弘中证移动互联网指
数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
金

Ｂ０４９

永赢量化混合型发起式
证券投资基金 Ｂ０９１

泰信国策驱动灵活配置
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１０２
天弘中证１００指数型发
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Ｂ０５１
天弘中证环保产业指数
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Ｂ０５０

天弘创业板指数型发起
式证券投资基金 Ｂ０５８
鑫元鑫新收益灵活配置
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１４４
中欧睿尚定期开放混合
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Ｂ２５８
兴业国企改革灵活配置
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０７０

兴业添天盈货币市场基
金 Ｂ０６７
招商体育文化休闲股票
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１５５
天弘中证计算机指数型
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Ｂ０５０
中银互联网＋股票型证
券投资基金 Ｂ１７７

前海开源中国稀缺资产
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
资基金

Ｂ２６６

新华鑫回报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 Ｂ２５０
泰达宏利收益增强债券
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０９５
永赢量化灵活配置混合
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Ｂ０９１
上投摩根医疗健康股票
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１９７

易方达瑞惠灵活配置混
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
金

Ｂ１３４

招商丰庆灵活配置混合
型发起式证券投资 Ｂ１６０
中欧兴利债券型证券投
资基金 Ｂ２５６
泰康新回报灵活配置混
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０６０
中欧潜力价值灵活配置
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２５９

前海开源现金增利货币
市场基金 Ｂ２６６
新华鑫益灵活配置混合
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２４９
华安信用四季红债券型
证券投资基金 Ｂ２８８
长盛货币市场基金 Ｂ２８１
易方达稳健收益债券型
证券投资基金 Ｂ１２９
易方达中小盘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 Ｂ１２０

易方达沪深３００交易型
开放式指数发起式证券
投资基金联接基金

Ｂ１３９

易方达资源行业股票型
证券投资基金 Ｂ１１９
易方达沪深３００量化增
强证券投资基金 Ｂ１４２
易方达月月利理财债券
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１２２
易方达双月利理财债券
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１３１
重庆涪陵集团公司债券Ａ１０
易方达亚洲精选股票型
证券投资基金 Ｂ１２４

易方达标普全球高端消
费品指数增强型证券投
资基金

Ｂ１４１

银河银富货币市场基金Ｂ２２３
银河银泰理财分红证券
投资基金 Ｂ２２２

融通通福分级债券型证
券投资基金 Ｂ２１３
银华沪深３００指数分级
证券投资基金 Ｂ２４１
招商中证白酒指数分级
证券投资基金 Ｂ１５０
银河稳健证券投资基金Ｂ２２５
银河收益证券投资基金Ｂ２２６
易方达保证金收益货币
市场基金 Ｂ１４２
招商保证金快线货币市
场基金 Ｂ１６２
易方达深证１００交易型
开放式指数基金 Ｂ１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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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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Ｂ１６５

易方达创业板交易型开
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Ｂ１１８

易方达黄金交易型开放
式证券投资基金 Ｂ１３８
富国中证国有企业改革
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Ｂ２８３
易方达岁丰添利债券型
证券投资基金 Ｂ１３０
易方达黄金主题证券投
资基金（ＬＯＦ） Ｂ１３８

易方达永旭添利定期开
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Ｂ１２３
易方达中小板指数分级
证券投资基金 Ｂ１２０

易方达中债新综合债券
指数发起式证券投资基
金

Ｂ１１９

易方达银行指数分级证
券投资基金 Ｂ１２３
易方达生物科技指数分
级证券投资基金 Ｂ１３１

易方达并购重组指数分
级证券投资基金 Ｂ１４０

国投瑞银全球新兴市场
精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
金

Ｂ２８６

银河通利分级债券型证
券投资基金 Ｂ２２５
银河沪深３００成长增强
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Ｂ２２９
融通新蓝筹证券投资基
金 Ｂ２１１
融通债券投资基金 Ｂ２１６
融通深证１００指数证券
投资基金 Ｂ２１６

融通蓝筹成长证券投资
基金 Ｂ２１６
融通行业景气证券投资
基金 Ｂ２１０
融通巨潮１００指数证券
投资基金 Ｂ２１５
融通动力先锋股票型证
券投资基金 Ｂ２１７

融通领先成长股票型证
券投资基金 Ｂ２１４
融通内需驱动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 Ｂ２１４
融通医疗保健行业股票
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２１０

融通岁岁添利定期开放
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２１４
融通标普中国可转债指
数增强型证券投资基金Ｂ２１７
融通中证军工指数分级
证券投资基金 Ｂ２０９
招商优质成长股票型证
券投资基金 Ｂ１５２

招商信用添利债券型证
券投资基金 Ｂ１５４
招商标普金砖四国指数
证券投资基金（ＬＯＦ） Ｂ１６１
招商中证大宗商品股票
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Ｂ１５０

招商双债增强分级债券
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１５６
招商沪深３００高贝塔指
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 Ｂ１５７
招商可转债分级债券型
证券投资基金 Ｂ１５７
招商中证全指证券公司
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Ｂ１５０

招商沪深３００地产等权
重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
金

Ｂ１５８

招商丰泰灵活配置混合
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１５９
招商中证银行指数分级
证券投资基金 Ｂ１４９
招商中证煤炭等权指数
分级证券投资基金 Ｂ１４９
招商国证生物医药指数
分级证券投资基金 Ｂ１５８

银华内需精选股票型证
券投资基金 Ｂ２３９
银华深证１００指数分级
证券投资基金 Ｂ２３８
银华信用债券型证券投
资基金 Ｂ２３５
银华抗通胀主题证券投
资基金 Ｂ２４０

银华中证等权重９０指
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 Ｂ２３１
银华消费主题分级股票
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２３７
银华中证内地资源主题
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Ｂ２３１

银华中证内地资源主题
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Ｂ３０２
银华纯债信用主题债券
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２４４

银华中证中票５０指数
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ＬＯＦ）

Ｂ２３１

银华永兴纯债分级债券
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２３４

银华中证８００等权重指
数增强分级证券投资基
金

Ｂ２３２

银华中证转债指数增强
分级证券投资基金 Ｂ２３０
银华永益分级债券型证
券投资基金 Ｂ２３４

银华恒生中国企业指数
分级证券投资基金 Ｂ２４２
万家增强收益债券型证
券投资基金 Ｂ０８３
万家行业优选股票型证
券投资基金 Ｂ０８３

万家中证红利指数证券
投资基金 Ｂ０８２
万家添利债券型证券投
资基金 Ｂ０８５
万家中证创业成长指数
分级证券投资基金 Ｂ０８３
万家强化收益定期开放
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０８０

泰达宏利价值优化型成
长类行业证券投资基金Ｂ０９８
泰达宏利价值优化型周
期类行业证券投资基金Ｂ０９８
泰达宏利价值优化型稳
定类行业证券投资基金Ｂ０９８

泰达宏利行业精选证券
投资基金 Ｂ０９３
泰达宏利风险预算混合
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１０１
泰达宏利货币市场基金Ｂ０９９
泰达宏利效率优选混合
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０９４
泰达宏利首选企业股票
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０９５
泰达宏利市值优选股票
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０９６

泰达宏利集利债券型证
券投资基金 Ｂ０９９

泰达宏利品质生活灵活
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
金

Ｂ０９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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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达宏利红利先锋股票
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１００
泰达宏利中证财富大盘
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Ｂ０９２
泰达宏利领先中小盘股
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０９７

泰达宏利聚利分级债券
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０９９
泰达宏利中证５００指数
分级证券投资基金 Ｂ０９２

泰信中证锐联基本面
４００指数分级证券投资
基金

Ｂ１０５

申万菱信深证成指分级
证券投资基金 Ｂ１１３
申万菱信量化小盘股票
型证券投资基金（ＬＯＦ） Ｂ１１３
申万菱信中小板指数分
级证券投资基金 Ｂ１０９

申万菱信中证申万证券
行业指数分级证券投资
基金

Ｂ１０７

申万菱信中证环保产业
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Ｂ１０９
申万菱信中证军工指数
分级证券投资基金 Ｂ１０８

申万菱信中证申万电子
行业投资指数分级证券
投资基金资指数分级证
券投资基金

Ｂ１０８

申万菱信中证申万传媒
行业投资指数分级证券
投资基金

Ｂ１０８

申万菱信中证申万医药
生物指数分级证券投资
基金

Ｂ１０７

兴全趋势投资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 Ｂ０８８
兴全合润分级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 Ｂ０９０
兴全沪深３００指数增强
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０９０

兴全绿色投资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 Ｂ０８９
兴全保本混合型证券投
资基金 Ｂ０９０
兴全轻资产投资股票型
证券投资基金 Ｂ０８８
兴全商业模式优选股票
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０８７

天治核心成长股票型证
券投资基金 Ｂ０６５
中银中国精选混合型开
放式证券投资基金 Ｂ１６７
中银货币市场证券投资
基金 Ｂ１７６
中银持续增长股票型证
券投资基金 Ｂ１８０

中银收益混合型证券投
资基金 Ｂ１７２
中银动态策略股票型证
券投资基金 Ｂ１７９
中银行业优选灵活配置
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１６９

中银中证１００指数增强
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１６７
中银蓝筹精选灵活配置
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１７５
中银价值精选灵活配置
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１７６
中银稳健双利债券型证
券投资基金 Ｂ１７２

中银全球策略证券投资
基金（ＦＯＦ） Ｂ１７３
中银转债增强债券型证
券投资基金 Ｂ１６６
中银中小盘成长股票型
证券投资基金 Ｂ１６７

中银信用增利债券型证
券投资基金 Ｂ１６９
中银沪深３００等权重指
数证券投资基金（ＬＯＦ） Ｂ１７７
中银主题策略股票型证
券投资基金 Ｂ１６６
中银保本混合型证券投
资基金 Ｂ１８０

中银盛利纯债一年定期
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
金

Ｂ１７３

中银互利分级债券型证
券投资基金 Ｂ１７８
中银产业债一年定期开
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Ｂ１８０
中海惠裕纯债分级债券
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Ｂ２７８
中海惠丰纯债分级债券
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２７９

天弘鑫动力灵活配置混
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０５３
天弘添利分级债券型证
券投资基金 Ｂ０５６
天弘丰利分级债券型证
券投资基金 Ｂ０５８
天弘同利分级债券型证
券投资基金 Ｂ０５５

新华惠鑫分级债券型证
券投资基金 Ｂ２５２
新华中证环保产业指数
分级证券投资基金 Ｂ２４６
前海开源中证健康产业
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Ｂ２６８

前海开源中航军工指数
分级证券投资基金 Ｂ２６９
信诚深度价值股票型证
券投资基金 Ｂ１９１
信诚增强收益债券型证
券投资基金 Ｂ１８５
信诚金砖四国积极配置
证券投资基金 Ｂ１９２

信诚中证５００指数分级
证券投资基金 Ｂ１８５
信诚新机遇股票型证券
投资基金（ＬＯＦ） Ｂ１９３
信诚全球商品主题证券
投资基金（ＬＯＦ） Ｂ１９０
信诚沪深３００指数分级
证券投资基金 Ｂ１９３

信诚周期轮动股票型证
券投资基金 Ｂ１８８
信诚双盈分级债券型证
券投资基金 Ｂ１９１
信诚中证８００医药指数
分级证券投资基金 Ｂ１８６

信诚中证８００有色指数
分级证券投资基金 Ｂ１８６
信诚中证８００金融指数
分级证券投资基金 Ｂ１８６

信诚中证ＴＭＴ产业主
题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
金

Ｂ１８７

信诚中证信息安全指数
分级证券投资基金 Ｂ１８７
信诚中证智能家居指数
分级证券投资基金 Ｂ１８８

信诚中证基建工程指数
分级证券投资基金 Ｂ１８７
信诚新旺回报灵活配置
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１８２
中欧新趋势股票型证券
投资基金 Ｂ２５７
中欧新蓝筹灵活配置混
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２５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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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欧稳健收益债券型证
券投资基金 Ｂ２５８
中欧价值发现股票型证
券投资基金 Ｂ２６２
中欧行业成长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 Ｂ２５６

中欧沪深３００指数增强
型证券投资基金（ＬＯＦ） Ｂ２６２
中欧增强回报债券型证
券投资基金 Ｂ２５５
中欧新动力股票型证券
投资基金 Ｂ２５７
中欧鼎利分级债券型证
券投资基金 Ｂ２６３

中欧盛世成长分级股票
型基金 Ｂ２５８
中欧信用增利分级债券
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２５６
中欧货币市场基金 Ｂ２６２
中欧纯债分级债券型证
券投资基金 Ｂ２６４
中欧价值智选回报混合
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２６１

中欧成长优选回报灵活
配置混合型发起式证券
投资基金

Ｂ２６４

中欧纯债添利分级债券
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２６３

信达澳银稳定增利债券
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２１９
浙商沪深３００指数分级
证券投资基金 Ｂ１４７
九泰锐智定增灵活配置
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０７８
银华优势企业证券投资
基金 Ｂ２３３

银华保本增值证券投资
基金 Ｂ２４５
银华－道琼斯８８精选
证券投资基金 Ｂ２４４
银华货币市场证券投资
基金 Ｂ２４０

银华优质增长股票型证
券投资基金长股票基金Ｂ２３３
银华富裕主题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 Ｂ２４３
银华领先策略股票型证
券投资基金 Ｂ２３９
银华增强收益债券型证
券投资基金 Ｂ２３３

银华和谐主题灵活配置
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２４３
银华成长先锋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 Ｂ２４５
银华信用双利债券型证
券投资基金 Ｂ２３６
银华永祥保本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 Ｂ２３４

银华永泰积极债券型证
券投资基金 Ｂ２３５
银华中小盘精选股票型
证券投资基金 Ｂ２３２

银华上证５０等权重交
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
资基金联接基金

Ｂ２３８

银华全球核心优选证券
投资基金 Ｂ２３９

南方优选价值股票型证
券投资基金 Ｂ２９６

招商安泰偏股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证券投资基
金

Ｂ１６３

招商安泰平衡型证券投
资基金 Ｂ１６３
招商安泰债券投资基金Ｂ１６３
招商现金增值开放式证
券投资基金 Ｂ１５５
招商先锋证券投资基金Ｂ１５５
招商核心价值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 Ｂ１５８
招商中小盘精选股票型
证券投资基金 Ｂ１５１
招商全球资源股票型证
券投资基金 Ｂ１５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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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Ｂ１６４

招商安瑞进取债券型证
券投资基金 Ｂ１６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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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Ｂ１６５

招商安达保本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 Ｂ１６６
招商优势企业灵活配置
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１５２

招商产业债券型证券投
资基金 Ｂ１６１
招商信用增强债券型投
资基金 Ｂ１５４
招商安盈保本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 Ｂ１６２
招商理财７天债券型证
券投资基金 Ｂ１５７

招商央视财经５０指数
证券投资基金 Ｂ１５３
泰达宏利逆向策略股票
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０９７
摩根士丹利华鑫量化配
置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Ｂ２９５

国联安货币市场证券投
资基金 Ｂ００３
泰信天天收益开放式证
券投资基金 Ｂ１０４
泰信先行策略开放式证
券投资基金 Ｂ１０４
泰信双息双利债券型证
券投资基金 Ｂ１０２

泰信优质生活股票型证
券投资基金 Ｂ１０６
泰信优势增长灵活配置
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１０６
泰信蓝筹精选股票型证
券投资基金 Ｂ１０２
泰信增强收益债券型证
券投资基金 Ｂ１０６

泰信发展主题股票型证
券投资基金 Ｂ１０３
泰信周期回报债券型证
券投资基金 Ｂ１０４
泰信中证２００指数证券
投资基金 Ｂ１０５

泰信中小盘精选股票型
证券投资基金 Ｂ１０５
泰信行业精选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 Ｂ１０７
泰信现代服务业股票型
证券投资基金 Ｂ１０３
申万菱信盛利精选证券
投资基金 Ｂ１１２

申万菱信新动力股票型
证券投资基金 Ｂ１１０
申万菱信新动力股票型
证券投资基金 Ｂ１０９
申万菱信收益宝货币市
场基金 Ｂ１１１

申万菱信新经济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 Ｂ１１０
申万菱信竞争优势股票
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１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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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万菱信添益宝债券型
证券投资基金 Ｂ１１１
申万菱信消费增长股票
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１１０
申万菱信沪深３００价值
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Ｂ１１４

申万菱信沪深３００价值
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Ｂ１１２
申万菱信稳益宝债券型
证券投资基金 Ｂ１１１
申万菱信可转换债券债
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１１４
申万菱信可转换债券债
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３００

兴全可转债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 Ｂ０８９
兴全货币市场证券投资
基金 Ｂ０８９
兴全全球视野股票型证
券投资基金 Ｂ０８７

兴全社会责任股票型证
券投资基金 Ｂ０８７
兴全有机增长灵活配置
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０８６
兴全磐稳增利债券型证
券投资基金 Ｂ０８８
天治财富增长证券投资
基金 Ｂ０６６

天治品质优选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 Ｂ０６５
天治创新先锋股票型证
券投资基金 Ｂ０６６
天治稳健双盈债券型证
券投资基金 Ｂ０６４
天治趋势精选灵活配置
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０６４

天治成长精选股票型证
券投资基金 Ｂ０６６
天治研究驱动灵活配置
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０６４
天治研究驱动灵活配置
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３０１

光大保德信货币市场基
金 Ｂ２８４
上投摩根货币市场基金Ｂ２０４
上投摩根分红添利债券
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２０６

上投摩根中证消费服务
领先指数基金 Ｂ１９４
上投摩根核心优选股票
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２０５
上投摩根轮动添利债券
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２０３

上投摩根智选３０混合
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１９５
上投摩根纯债债券型证
券投资基金 Ｂ２０７
上投摩根强化回报债券
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２０２
上投摩根双息平衡混合
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２０１

上投摩根双核平衡混合
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２０１
上投摩根中国优势证券
投资基金 Ｂ１９５
上投摩根大盘蓝筹股票
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２０６

上投摩根阿尔法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 Ｂ２０９
上投摩根亚太优势混合
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１９７
上投摩根内需动力混合
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２０３
上投摩根健康品质生活
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２０４

上投摩根新兴动力股票
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１９８
上投摩根行业轮动股票
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１９７
上投摩根全球新兴市场
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２０２
上投摩根成长先锋股票
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２０８

上投摩根全球天然资源
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２０２
上投摩根中小盘股票型
证券投资基金 Ｂ１９５
中银理财１４天债券型
证券投资基金 Ｂ１７４

中银理财７天债券型证
券投资基金 Ｂ１７４
中银稳健添利债券型发
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Ｂ１７２
中海货币市场证券投资
基金 Ｂ２７７
中海优势精选灵活配置
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２７３

中海稳健收益债券型证
券投资基金 Ｂ２７４
中海增强收益债券型证
券投资基金 Ｂ２７２
中海优质成长证

!

投资
基金 Ｂ２７３
中海分红增利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 Ｂ２８０

中海能源策略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 Ｂ２７５
中海蓝筹灵活配置混合
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２７６
中海量化策略股票型证
券投资基金 Ｂ２７５

中海环保新能源主题灵
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

Ｂ２７９

中海环保新能源主题灵
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

Ｂ０４４

中海消费主题精选股票
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２７４

中海上证５０指数增强
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２７５
中海医疗保健主题股票
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２７４
中海医疗保健主题股票
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０４５
东方稳健回报债券型证
券投资基金 Ｂ２８２

华富中小板指数增强型
证券投资基金 Ｂ２８９
天弘精选混合型证券投
资基金 Ｂ０５７
天弘永利债券型证券投
资基金 Ｂ０５３

天弘永定价值成长股票
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０５３
天弘周期策略股票型证
券投资基金 Ｂ０４９
天弘现金管家货币市场
基金 Ｂ０５５
天弘债券型发起式证券
投资基金 Ｂ０５１

天弘安康养老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 Ｂ０５８
融通通乾证券投资基金Ｂ２１３
易方达科瑞证券投资基
金 Ｂ１４４
银河银丰证券投资基金Ｂ２２３
长信中证能源互联网主
题指数型证券投资基金Ｂ００７

汇添富中证精准医疗主
题指数型发起式证券投
资基金

Ｂ００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