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宝盈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公布

关于网上交易平台开通富友支付

及费率优惠的公告。

长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公布关于长信利泰灵活配置混合

型证券投资基金开放日常申购、赎

回、转换及定期定额投资等业务的

公告。

德邦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公布

关于旗下基金参加新兰德费率优

惠活动的公告。

海富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公

布关于海富通领先成长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恢复申购、 转换转入、

定期定额投资的公告。

汇添富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

司公布关于汇添富理财7天债券型

证券投资基金2016年清明假期前

两个交易日暂停申购业务的公告。

交银施罗德基金管理有限公

司公布关于交银施罗德货币市场

证券投资基金于2016年“清明节”

假期前暂停及节后恢复大额申购

（转换转入、定期定额投资）公告。

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公布

关于鹏华弘华灵活配置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暂停大额申购、定期定

额投资和转换转入业务的公告。

招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公布

关于招商招瑞纯债债券型发起式

证券投资基金C类基金份额增加招

商银行为代销机构的公告。

中国宝安(000009)公布2016年面

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 （第一

期）票面利率公告。

深赤湾Ａ(000022)公布2016年度

日常关联交易预计公告。

佛山照明(000541)公布关于使用部

分闲置资金购买银行理财产品的公告。

桐君阁(000591)公布关于变更公司

名称及简称的公告。

新华制药(000756)公布关于淄博市

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京东善元（青岛）

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淄博新华大药店连锁

有限公司签署《“健康城市” 战略合作协

议》的公告。

漳泽电力(000767)公布关于在太原

市民营区出资设立售电公司的公告。

五粮液(000858)公布2016年度日

常关联交易预计公告。

华西股份(000936)公布2016年公

开发行公司债券 （第一期） 票面利率公

告。

金马股份(000980)公布关于变更募

集资金用途的公告。

苏宁云商(002024)公布关于2010

年股票期权注销完成的公告。

七匹狼(002029)公布关于发起设立

前海再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获中国保监会

筹建批复的公告。

南京港(002040)公布关于“12南港

债” 票面利率不调整及债券持有人回售

实施办法的第一次提示性公告。

海鸥卫浴(002084)公布关于2016

年度开展期货套期保值业务的公告。

中国海诚(002116)公布关于全资子

公司签订重大经营协议的公告。

东港股份(002117)公布关于在山西

省提供电子发票服务的公告。

顺络电子(002138)公布2015年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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皖通高速 (600012) 公布关于修改

《公司章程》的公告。

新疆天业(600075)公布关于发行股

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

暨关联交易实施进展公告。

首旅酒店(600258)公布关于交易中

外运空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股票获得投

资收益的公告。

亚星化学(600319)公布关于公司股

票实施退市风险警示的公告。

天利高新(600339)公布重大资产重

组继续停牌公告。

宁沪高速(600377)公布日常关联交

易公告。

中化国际(600500)公布关于全资子

公司收购资产的公告。

海航基础(600515)公布关于授权孙

公司天津海航建筑设计有限公司与海航

基础股份有限公司签订 《EPC总承包合

同》的公告。

交大昂立(600530)公布重大资产重

组实施进展公告。

大众公用(600635)公布关于2015

年年度股东大会增加临时提案及补充议

案的公告。

豫园商城 (600655) 公布关于发行

2016年度第一期中期票据的公告。

中天能源(600856)公布重大资产重

组继续停牌公告。

中国太保(601601)公布关于会计估

计变更的公告。

润达医疗 (603108) 公布与东营东

创、九江昊诚签署战略合作协议的补充公

告。

中材节能(603126)公布关于修订公

司章程的公告。

龙韵股份(603729)公布第三届董事

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福斯特(603806)公布关于开展远期

外汇交易业务的公告。

其他停牌：

华菱钢铁 (000932)、 华工科技 (000988)、 金正大 (002470)、 开山股份

(300257)特别停牌；

*ST明科 (600091)、 哈空调 (600202)、 上海物资 (600822)、 物资B股

(900927)、华联矿业(600882)、雷鸣科化(600985)、拓普集团(601689)、华懋

科技(603306)、好莱客(603898)因重要事项未公告，自3月28日起连续停

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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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

书书书

景顺长城研究精选股票
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５０４
华安安享灵活配置混合
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１９２
华安汇财通货币市场基
金 Ｂ２１２

工银瑞信目标收益一年
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
资基金

Ｂ３２５

国泰新经济灵活配置混
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１８３

红塔红土盛世普益灵活
配置混合型发起式证券
投资基金

Ｂ４８２

红塔红土盛世普益灵活
配置混合型发起式证券
投资基金

Ｂ４８３

广发逆向策略灵活配置
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４０９
广发活期宝货币市场基
金 Ｂ３８１
国金通用鑫安保本混合
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４８７

华宝兴业量化对冲策略
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
基金

Ｂ０８０

工银瑞信财富快线货币
市场基金 Ｂ３０４

富兰克林国海健康优质
生活股票型证券投资基
金

Ｂ４７０

工银瑞信新财富灵活配
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Ｂ３４４
工银瑞信高端制造行业
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３１２
工银瑞信研究精选股票
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３５３
华安中证高分红指数增
强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２５３

东海美丽中国灵活配置
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３８５

广发中证百度百发策略
１００指数型证券投资基
金

Ｂ４３２

工银瑞信医疗保健行业
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３５５

国投瑞银信息消费灵活
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
金

Ｂ２９０

工银瑞信添益快线货币
市场基金 Ｂ３３９
华宝兴业高端制造股票
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０７６

华宝兴业品质生活股票
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０８１
国投瑞银增利宝货币市
场基金 Ｂ２９３
工银瑞信创新动力股票
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３０６
国寿安保薪金宝货币市
场基金 Ｂ０２６

国开泰富货币市场证券
投资基金 Ｂ４６１
中加纯债分级债券型证
券投资基金 Ｂ４５７

国寿安保尊益信用纯债
一年定期开放债券型证
券投资基金

Ｂ０３１

富兰克林国海大中华精
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Ｂ４６５

广发中证全指信息技术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
投资基金发起式联接基
金

Ｂ４４１

国泰睿吉灵活配置混合
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１７２
广发中证养老产业指数
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Ｂ４４８

工银瑞信战略转型主题
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３５９

广发对冲套利定期开放
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
基金

Ｂ３７６

华宝兴业稳健回报灵活
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
金

Ｂ０８９

国泰创利债券型证券投
资基金 Ｂ１４０
博时基金 Ｂ４９４
宝盈基金 Ａ１３
长信基金 Ｂ５１３
德邦基金 Ｂ００４
富安达基金 Ｂ５１５
方正富邦基金 Ｂ００４
国开泰富基金 Ｂ４９３
国联安基金 Ｂ４９７
国投瑞银基金 Ｂ４９９
国投瑞银沪深３００金融
地产交易型开放式指数
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

Ｂ２６６

华宝兴业中证１０００指
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 Ｂ１０１
华宝兴业新价值灵活配
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Ｂ０９４
海富通基金 Ｂ４９４
华商基金 Ｂ００３
华泰柏瑞基金 Ｂ４９３
汇添富基金 Ｂ４９３
嘉实基金 Ｂ４９６
交银施罗德基金 Ｂ４９４
鹏华基金 Ｂ４９７
泰信基金 Ｂ４９７
信诚基金 Ｂ４９５
新华基金 Ｂ４９６
易方达基金 Ｂ４９６
中欧基金 Ａ１３
招商基金 Ｂ４９６
中信建投基金 Ｂ００３

书书书

０００００９ 中国宝安 Ｂ００３
０００４０９ 山东地矿 Ａ１０
０００５０９ 华塑控股 Ａ１３
０００５３３ 万家乐 Ａ１３
０００５４１ 佛山照明 Ｂ５０７
０００５５８ 莱茵体育 Ｂ４９８
０００５８２ 北部湾港 Ｂ００３
０００５９１ 桐君阁 Ｂ００４
０００６５１ 格力电器 Ｂ５１５
０００６６９ 金鸿能源 Ａ２２
０００７２７ 华东科技 Ａ２２
０００７３６ 中房地产 Ａ１０
０００７６７ 漳泽电力 Ｂ５１３
０００８３５ 长城动漫 Ｂ００４
０００８５８ 五粮液 Ｂ００２
０００９２５ 众合科技 Ｂ５１３
０００９８０ 金马股份 Ａ２１
００２０２４ 苏宁云商 Ａ２２
００２０２９ 七匹狼 Ｂ５１５
００２０４０ 南京港 Ｂ４９５
００２０９２ 中泰化学 Ｂ５１５
００２１３１ 利欧股份 Ｂ４９９
００２１７３ 千足珍珠 Ｂ５１５
００２２９２ 奥飞动漫 Ａ２５
００２３５５ 兴民钢圈 Ａ２２
００２３５９ 齐星铁塔 Ｂ４９３
００２４４９ 国星光电 Ｂ５０９
００２４５０ 康得新 Ｂ００４
００２４８２ 广田股份 Ｂ４９７
００２５０３ 搜于特 Ｂ４９９
００２５４４ 杰赛科技 Ｂ４９５
００２５８２ 好想你 Ｂ５１５
００２６０１ 佰利联 Ａ０６
００２６５６ 卡奴迪路 Ｂ４９４
００２６６１ 克明面业 Ｂ５１１
００２６６６ 德联集团 Ａ１０
００２６７５ 东诚药业 Ａ２２
００２７３５ 王子新材 Ｂ００３
００２７４２ 三圣特材 Ａ１０
００２７８７ 华源包装 Ａ１３
００２７９１ 坚朗五金 Ａ２２
３００２００ 高盟新材 Ｂ４９５
３００２１８ 安利股份 Ｂ４９５
３００２９０ 荣科科技 Ｂ５１５
３００３７３ 扬杰科技 Ｂ４９５
３００３７８ 鼎捷软件 Ｂ４９５
３００４３６ 广生堂 Ｂ４９５
３００４５１ 创业软件 Ｂ４９５
３００４７４ 景嘉微 Ａ２２
３００４７５ 聚隆科技 Ｂ４９５
３００４７５ 聚隆科技 Ｂ４９７
３００４９９ 高澜股份 Ｂ５１５
６０００１２ 皖通高速 Ａ２８
６００１５７ 永泰能源 Ａ１４
６００２５８ 首旅酒店 Ｂ４９７
６００３１９ 亚星化学 Ｂ４９６
６００３７７ 宁沪高速 Ｂ５１２
６００５００ 中化国际 Ａ２２
６００５１５ 海航基础 Ｂ５０８
６００５３０ 交大昂立 Ｂ４９４
６００６３５ 大众公用 Ｂ４９８
６００６５５ 豫园商城 Ｂ００４
６００７６９ 祥龙电业 Ｂ００３
６００８１０ 神马股份 Ｂ００４
６００８５６ 中天能源 Ｂ４９６
６００８８２ 华联矿业 Ｂ００３
６００９８５ 雷鸣科化 Ａ１０
６０１１３７ 博威合金 Ｂ４９８
６０１６０１ 中国太保 Ａ２６
６０１６７８ 滨化股份 Ｂ４９９
６０３１０８ 润达医疗 Ｂ４９９
６０３１２６ 中材节能 Ａ２７
６０３７２９ 龙韵股份 Ｂ５１５
国联安鑫安灵活配置混
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１２４

工银瑞信国企改革主题
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３１３
兴业年年利定期开放债
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５００
前海开源中证大农业指
数增强型证券投资基金Ｂ５０６
华安物联网主题股票型
证券投资基金 Ｂ２３４

国投瑞银新动力灵活配
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Ｂ２８５

国投瑞银锐意改革灵活
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
金

Ｂ２７３

工银瑞信美丽城镇主题
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３２４
光大保德信国企改革主
题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Ｂ００７
工银瑞信新金融股票型
证券投资基金 Ｂ３４５

广发中证环保产业指数
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Ｂ４３３
华安媒体互联网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 Ｂ２１６
华安智能装备主题股票
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２５１

华宝兴业国策导向混合
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０７７

广发纳斯达克生物科技
指数型发起式证券投资
基金

Ｂ４０８

国寿安保聚宝盆货币市
场基金 Ｂ０２５
华安新丝路主题股票型
证券投资基金 Ｂ２４２
广发聚安混合型证券投
资基金 Ｂ３８６

华宝兴业事件驱动混合
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０８６
国投瑞银新回报灵活配
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Ｂ２８６

广发中证全指可选消费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
投资基金发起式联接基
金

Ｂ４３７

书书书

国投瑞银岁丰利一年期
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
资基金

Ｂ２８１

华安新动力灵活配置混
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２３７
工银瑞信总回报灵活配
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Ｂ３６７
国联安睿祺灵活配置混
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１１７

工银瑞信新材料新能源
行业股票型证券投资基
金

Ｂ３４３

工银瑞信养老产业股票
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３５４

广发中证全指医药卫生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
投资基金发起式联接基
金

Ｂ４４３

广发聚宝混合型证券投
资基金 Ｂ３８７

工银瑞信农业产业股票
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３２６
广发聚惠灵活配置混合
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３９１

国投瑞银精选收益灵活
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
金

Ｂ２６８

国联安鑫富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 Ｂ１２５
国联安鑫享灵活配置混
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１２６

国金众赢货币市场证券
投资基金 Ｂ４９０

国寿安保中证５００交易
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
基金联接基金

Ｂ０３３

工银瑞信生态环境行业
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３３３
泓德优选成长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 Ｂ４５５
广发安心回报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 Ｂ３６９

国泰兴益灵活配置混合
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１８６
华安新机遇保本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 Ｂ２４０

红塔红土盛金新动力灵
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

Ｂ４５１

广发安泰回报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 Ｂ３６８
华安新回报灵活配置混
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２３８

华安新优选灵活配置混
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２４３

工银瑞信丰盈回报灵活
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
金

Ｂ３１１

广发聚康混合型证券投
资基金 Ｂ３９２
广发聚泰混合型证券投
资基金 Ｂ３９５
泓德泓富灵活配置混合
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４５３

国联安添鑫灵活配置混
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１２１

富兰克林国海金融地产
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
资基金

Ｂ４７２

工银瑞信互联网加股票
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３１６

华安国企改革主题灵活
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
金

Ｂ２０７

广发中证全指主要消费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
投资基金发起式联接基
金

Ｂ４４７

广发中证全指原材料交
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
资基金发起式联接基金

Ｂ４４５

广发中证全指能源交易
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
基金发起式联接基金

Ｂ４３９

光大保德信一带一路战
略主题混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

Ｂ０１７

光大保德信鼎鑫灵活配
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Ｂ００５

广发改革先锋灵活配置
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３７７

广发中证全指金融地产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
投资基金发起式联接基
金

Ｂ４３５

华安添颐养老混合型发
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Ｂ２３１

国泰生益灵活配置混合
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１７８
工银瑞信聚焦３０股票
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３２２
泓德远见回报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 Ｂ４５６

华宝兴业万物互联灵活
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
金

Ｂ０８８

中加改革红利灵活配置
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４５９

国泰互联网＋股票型证
券投资基金 Ｂ１４８
国泰央企改革股票型证
券投资基金 Ｂ１８７

工银瑞信丰收回报灵活
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
金

Ｂ３１０

工银瑞信新蓝筹股票型
证券投资基金 Ｂ３４６
国寿安保智慧生活股票
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０２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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泓德泓业灵活配置混合
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４５４

广发百发大数据策略精
选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

Ｂ３７０

华宝兴业中国互联网股
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０９９
华安新乐享保本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 Ｂ２４１

国寿安保增金宝货币市
场基金 Ｂ０２８
国投瑞银境煊保本混合
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２７０
国寿安保鑫钱包货币市
场基金 Ｂ０２７
嘉实医疗保健股票型证
券投资基金 Ｂ５０２

国泰金鹰增长证券投资
基金 Ｂ１６３
国泰金龙债券证券投资
基金 Ｂ１５６
国泰金龙行业精选证券
投资基金 Ｂ１５５
国泰金马稳健回报证券
投资基金 Ｂ１５８

国泰货币市场证券投资
基金 Ｂ１５１
国泰金鹏蓝筹价值混合
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１６０
国泰金牛创新成长混合
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１５９

国泰沪深３００指数证券
投资基金 Ｂ１４９
国泰区位优势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 Ｂ１７１
国泰金鹿保本增值混合
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１５７
国泰双利债券证券投资
基金 Ｂ１８０

国泰上证１８０金融交易
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
基金联接基金

Ｂ１７６

国泰保本混合型证券投
资基金 Ｂ１３８
国泰事件驱动策略股票
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１７９
国泰成长优选股票型证
券投资基金 Ｂ１３９
国泰信用债券型证券投
资基金 Ｂ１８５

国泰现金管理货币市场
基金 Ｂ１８２
国泰民安增利债券型发
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Ｂ１６６

国泰上证５年期国债交
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
资联接基金（废）

Ｂ１７４

华安创新证券投资基金Ｂ１９９
华安ＭＳＣＩ中国Ａ股指
数增强型证券投资基金Ｂ１９０
华安现金富利投资基金Ｂ２３５
华安宝利配置证券投资
基金 Ｂ１９５
华安宏利股票型证券投
资基金 Ｂ２０９
华安中小盘成长股票型
证券投资基金 Ｂ２５２

华安策略优选股票型证
券投资基金 Ｂ１９８
华安稳定收益债券型证
券投资基金 Ｂ２３２
华安核心优选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 Ｂ２０８
华安强化收益债券型证
券投资基金 Ｂ２２１

华安动态灵活配置混合
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２０４
华安行业轮动股票型证
券投资基金 Ｂ２４６
华安香港精选股票型证
券投资基金 Ｂ２３６
华安稳固收益债券型证
券投资基金 Ｂ２３３

华安升级主题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 Ｂ２２８
华安大中华升级股票型
证券投资基金 Ｂ２０３
华安可转换债券债券型
证券投资基金 Ｂ２１５

华安科技动力股票型证
券投资基金 Ｂ２１４
华安信用四季红债券型
证券投资基金 Ｂ２４４
华安月月鑫短期理财债
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２５０
华安季季鑫短期理财债
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２１３

华安月安鑫短期理财债
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２４９
华安逆向策略股票型证
券投资基金 Ｂ２１８
华安安心收益债券型证
券投资基金 Ｂ１９３
华安日日鑫货币市场基
金 Ｂ２２２

华安纯债债券型发起式
证券投资基金 Ｂ２０１
华安信用增强债券型证
券投资基金 Ｂ２４５
华安纳斯达克１００指数
证券投资基金 Ｂ２１７

华安上证１８０交易型开
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联接基金

Ｂ２２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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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Ｂ２２６

国投瑞银融华债券型证
券投资基金 Ｂ２７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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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投瑞银景气行业证券
投资基金 Ｂ２６９
国投瑞银核心企业混合
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２６４
国投瑞银创新动力股票
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２６２

国投瑞银稳健增长灵活
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
金

Ｂ２８４

国投瑞银成长优选股票
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２６１
国投瑞银稳定增利债券
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２８３
国投瑞银瑞源保本混合
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２７９
国投瑞银货币市场基金Ｂ２６７
国投瑞银优化增强债券
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２９２
国投瑞银纯债债券型证
券投资基金 Ｂ２６３

工银瑞信深证红利交易
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
基金

Ｂ３３１

广发中小板３００交易型
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
金

Ｂ４２８

国投瑞银沪深３００金融
地产交易型开放式指数
证券投资基金

Ｂ２６５

广发中证全指可选消费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
投资基金

Ｂ４３６

广发中证全指医药卫生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
投资基金

Ｂ４４２

广发中证全指信息技术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
投资基金

Ｂ４４０

广发中证全指金融地产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
投资基金

Ｂ４３４

广发纳斯达克１００交易
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
基金

Ｂ４０６

广发中证全指原材料交
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
资基金

Ｂ４４４

广发中证全指能源交易
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
基金

Ｂ４３８

广发中证全指主要消费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
投资基金

Ｂ４４６

国泰中小盘成长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 Ｂ１８９
国泰估值优势可分离交
易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Ｂ１４２
国泰纳斯达克１００指数
证券投资基金 Ｂ１６９
国泰价值经典股票型证
券投资基金 Ｂ１５２

国泰大宗商品配置证券
投资基金（ＬＯＦ） Ｂ１４１
国泰信用互利分级债券
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１８４
国泰国证房地产行业指
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 Ｂ１４４

国泰国证医药卫生行业
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Ｂ１４６
国泰民益灵活配置混合
型证券投资基金（ＬＯＦ） Ｂ１６７
国泰国证有色金属行业
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Ｂ１４７
国泰国证食品饮料行业
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Ｂ１４５

国泰深证ＴＭＴ５０指数
分级证券投资基金 Ｂ１７７

国泰国证新能源汽车指
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基
金

Ｂ１３４

国泰国证新能源汽车指
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基
金

Ｂ１３３

华安深证３００指数证券
投资基金 Ｂ２２７
华安标普全球石油指数
证券投资基金（ＬＯＦ） Ｂ１９７
华安沪深３００指数分级
证券投资基金 Ｂ２１１

华安中证银行指数分级
证券投资基金 Ｂ２５８
华安中证全指证券公司
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Ｂ２５４
华安创业板５０指数分
级证券投资基金 Ｂ２００
国投瑞银瑞和沪深３００
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Ｂ２７４

国投瑞银全球新兴市场
精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
金

Ｂ２７１

国投瑞银中证下游消费
与服务产业指数证券投
资基金

Ｂ２９６

国投瑞银双债增利债券
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２８０

国投瑞银中证上游资源
产业指数证券投资基金Ｂ２９５
国投瑞银新兴产业混合
型证券投资基金（ＬＯＦ） Ｂ２８９
国投瑞银瑞利灵活配置
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２７７

国投瑞银新丝路灵活配
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ＬＯＦ）

Ｂ２８８

国投瑞银瑞盈灵活配置
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２７８

国投瑞银白银期货证券
投资基金（ＬＯＦ） Ｂ２５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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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投瑞银瑞福深证１００
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Ｂ２７５
国投瑞银瑞福深证１００
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Ｂ２７６
海富通中证１００指数证
券投资基金 Ｂ０６２

海富通稳进增利债券型
证券投资基金 Ｂ０５６

华宝兴业标普石油天燃
气上游股票指数证券投
资基金

Ｂ０７１

华宝兴业中证医疗指数
分级证券投资基金 Ｂ１０２
华宝兴业新机遇灵活配
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Ｂ０９３
国联安双禧中证１００指
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 Ｂ１２０

国联安双力中小板综指
分级证券投资基金 Ｂ１０４
国联安双力中小板综指
分级证券投资基金 Ｂ１０５
国联安双佳信用分级债
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１０６
国联安双佳信用分级债
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１０７

广发小盘成长股票型证
券投资基金 Ｂ４２１

广发中证５００交易型开
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联接基金

Ｂ４３１

广发聚利债券型证券投
资基金 Ｂ３９３
广发深证１００指数分级
证券投资基金 Ｂ４１４
广发聚源债券型证券投
资基金 Ｂ３９９

富兰克林国海中证１００
指数增强型分级证券投
资基金

Ｂ４８１

富兰克林国海恒利分级
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４６８
工银瑞信四季收益债券
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３３６
工银瑞信睿智中证５００
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Ｂ３２９
工银瑞信纯债定期开放
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３０８

工银瑞信睿智深证１００
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Ｂ３２８
工银瑞信增利分级债券
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３５７
工银瑞信双债增强债券
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３３５

工银瑞信标普全球自然
资源指数证券投资基金Ｂ３０３
工银瑞信中证传媒指数
分级证券投资基金 Ｂ３６２
工银瑞信中证环保产业
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Ｂ３６４
工银瑞信中证高铁产业
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Ｂ３６３

工银瑞信中证新能源指
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 Ｂ３６５
国金通用沪深３００指数
分级证券投资基金 Ｂ４８４
国寿安保中证养老产业
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Ｂ０３４

华宝兴业宝康消费品证
券投资基金 Ｂ０６９
华宝兴业宝康灵活配置
证券投资基金 Ｂ０６８
华宝兴业宝康债券投资
基金 Ｂ０７０
华宝兴业动力组合股票
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０７４

华宝兴业多策略增长开
放式证券投资基金 Ｂ０７５
华宝兴业现金宝货币市
场基金 Ｂ０９１
华宝兴业收益增长混合
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０８７
华宝兴业先进成长股票
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０９０

华宝兴业行业精选股票
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０９６
华宝兴业大盘精选股票
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０７３
华宝兴业增强收益债券
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０９８

华宝兴业中证１００指数
证券投资基金 Ｂ１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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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Ｂ０８５

华宝兴业新兴产业股票
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０９５
华宝兴业可转债债券型
证券投资基金 Ｂ０７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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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Ｂ０８３

华宝兴业医药生物优选
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０９７
华宝兴业资源优选股票
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１０３

华宝兴业海外中国成长
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０７８
国联安德盛安心成长混
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１０９
国联安德盛增利债券型
证券投资基金 Ｂ１１５

国联安信心增益债券型
证券投资基金 Ｂ１２８
国联安货币市场证券投
资基金 Ｂ１１６
国联安信心增长定期开
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Ｂ１２７
国联安德盛稳健证券投
资基金 Ｂ１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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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联安德盛小盘精选证
券投资基金 Ｂ１１３
国联安德盛精选股票证
券投资基金 Ｂ１１１
国联安德盛优势股票证
券投资基金 Ｂ１１４

国联安德盛红利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 Ｂ１１０
国联安主题驱动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票型 Ｂ１３２

国联安上证大宗商品股
票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
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

Ｂ１１９

国联安优选行业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 Ｂ１２９
广发聚富开放式证券投
资基金 Ｂ３９０

广发稳健增长开放式证
券投资基金 Ｂ４１８
广发货币市场基金 Ｂ３８２
广发策略优选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 Ｂ３７２
广发大盘成长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 Ｂ３７５
广发核心精选股票型证
券投资基金 Ｂ３７８
广发增强债券型证券投
资基金 Ｂ４２６

广发沪深３００交易型开
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联接基金

Ｂ３８０

广发聚丰股票型证券投
资基金 Ｂ３８９
广发聚瑞股票型证券投
资基金 Ｂ３９４
广发内需增长灵活配置
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４０５
广发全球精选股票型证
券投资基金 Ｂ４１２

广发行业领先股票型证
券投资基金 Ｂ４２４

广发中小板３００交易型
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
金联接基金

Ｂ４２９

广发标普全球农业指数
证券投资基金 Ｂ３７１
广发制造业精选股票型
证券投资基金 Ｂ４２７
广发聚财信用债券型证
券投资基金 Ｂ３８８

广发消费品精选股票型
证券投资基金 Ｂ４２０
广发纳斯达克１００指数
证券投资基金 Ｂ４０７
广发理财年年红债券型
证券投资基金 Ｂ４０２
广发双债添利债券型证
券投资基金 Ｂ４１５

广发理财３０天债券型
证券投资基金 Ｂ４０１
广发纯债债券型证券投
资基金 Ｂ３７４
广发新经济股票型发起
式证券投资基金 Ｂ４２３

光大保德信量化核心证
券投资基金 Ｂ０１１
光大保德信货币市场基
金 Ｂ００９
光大保德信红利股票型
证券投资基金 Ｂ００８
光大保德信新增长股票
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０１４

光大保德信优势配置股
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０１９
光大保德信增利收益债
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０２０
光大保德信均衡精选股
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０１０

光大保德信动态优选灵
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

Ｂ００６

光大保德信中小盘混合
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０２１

光大保德信信用添益债
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０１５
光大保德信行业轮动股
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０１６
富兰克林国海中国收益
证券投资基金 Ｂ４７９

富兰克林国海弹性市值
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４６６
富兰克林国海潜力组合
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４７３
富兰克林国海深化价值
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４７５
富兰克林国海强化收益
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４７４

富兰克林国海成长动力
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４６４

富兰克林国海沪深３００
指数增强型证券投资基
金

Ｂ４６９

富兰克林国海中小盘股
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４８０

富兰克林国海策略回报
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
资基金

Ｂ４６３

富兰克林国海研究精选
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４７８
富兰克林国海恒久信用
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４６７

富兰克林国海亚洲（除
日本）机会股票型证券
投资基金

Ｂ４７７

工银瑞信核心价值股票
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３１４

工银瑞信稳健成长股票
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３４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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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银瑞信红利股票型证
券投资基金 Ｂ３１５
工银瑞信大盘蓝筹股票
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３０９
工银瑞信沪深３００指数
证券投资基金 Ｂ３１７

工银瑞信中小盘成长股
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３６１

工银瑞信深证红利交易
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
基金联接基金

Ｂ３３２

工银瑞信消费服务行业
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３４２
工银瑞信主题策略股票
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３６６
工银瑞信基本面量化策
略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Ｂ３１９

工银瑞信货币市场基金Ｂ３１８
工银瑞信精选平衡混合
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３２１
工银瑞信增强收益债券
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３５８
工银瑞信信用添利债券
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３５２

工银瑞信双利债券型证
券投资基金 Ｂ３３４
工银瑞信添颐债券型证
券投资基金 Ｂ３３８
工银瑞信７天理财债券
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２９７

工银瑞信信用纯债债券
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３４９

工银瑞信１４天理财债
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
金

Ｂ２９８

工银瑞信６０天理财债
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２９９

工银瑞信中国机会全球
配置股票型证券投资基
金

Ｂ３６０

工银瑞信全球精选股票
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３２７
工银瑞信保本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 Ｂ３０１
工银瑞信保本２号混合
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Ｂ３００

国金通用鑫新灵活配置
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４８８
国金通用上证５０指数
分级证券投资基金 Ｂ４８６
广发中证医疗指数分级
证券投资基金 Ｂ４４９

华宝兴业上证１８０价值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
投资基金

Ｂ０８４

工银瑞信上证中央企业
５０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
券投资基金

Ｂ３３０

海富通上证周期行业５０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
投资基金

Ｂ０４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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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Ｂ０４６

国联安上证大宗商品股
票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
券投资基金

Ｂ１１８

华安上证１８０交易型开
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Ｂ２２３

华安上证龙头企业交易
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
基金

Ｂ２２５

国泰上证１８０金融交易
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
基金

Ｂ１７５

华宝兴业上证１８０成长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
投资基金

Ｂ０８２

广发沪深３００交易型开
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Ｂ３７９
广发中证５００交易型开
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Ｂ４３０

国寿安保中证５００交易
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
基金

Ｂ０３２

国泰上证５年期国债交
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
资基金

Ｂ１７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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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Ｂ０４８

华宝兴业现金添益交易
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０９２

华安中证细分地产交易
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
基金

Ｂ２５５

华安中证细分医药交易
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
基金

Ｂ２５６

华安国际龙头（ＤＡＸ）交
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
资基金

Ｂ２０５

国泰纳斯达克１００交易
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
基金

Ｂ１６８

国泰黄金交易型开放式
证券投资基金 Ｂ１５０

华安易富黄金交易型开
放式证券投资基金 Ｂ２４７
华安安信消费服务股票
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１９４
海富通收益增长证券投
资基金 Ｂ０５１
海富通股票证券投资基
金 Ｂ０３８

海富通强化回报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 Ｂ０４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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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富通精选证券投资基
金 Ｂ０４１
海富通风格优势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 Ｂ０３７
海富通精选贰号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 Ｂ０４２

国泰金泰平衡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 Ｂ１６１
国泰金鼎价值精选混合
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１５４
海富通稳健添利债券型
证券投资基金 Ｂ０５５
海富通领先成长股票型
证券投资基金 Ｂ０４３

海富通中小盘股票型证
券投资基金 Ｂ０６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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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Ｂ０５０

海富通稳固收益债券型
证券投资基金 Ｂ０５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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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Ｂ０４７

海富通国策导向股票型
证券投资基金 Ｂ０３９

海富通中证内地低碳经
济主题指数证券投资基
金基金

Ｂ０６３

海富通养老收益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 Ｂ０５８

海富通一年定期开放债
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０５９
海富通双利分级债券型
证券投资基金 Ｂ０５３
海富通内需热点股票型
证券投资基金 Ｂ０４４
海富通双福分级债券型
证券投资基金 Ｂ０５２

海富通阿尔法对冲混合
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Ｂ０３５
海富通新内需灵活配置
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０５７
万家稳健增利债券型证
券投资基金 Ｂ５０５
海富通货币市场证券投
资基金 Ｂ０４０

海富通中国海外精选股
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０６０
海富通大中华精选股票
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０３６
国泰金鑫股票型证券投
资基金 Ｂ１６２

国寿安保场内实时申赎
货币市场基金 Ｂ０２２
华安安顺灵活配置混合
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１９１
广发现金宝场内实时申
赎货币市场基金 Ｂ４１９
金元顺安核心动力股票
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５０３

国金国鑫灵活配置混合
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Ｂ４５２
广发理财７天债券型证
券投资基金 Ｂ４００
工银瑞信产业债债券型
证券投资基金 Ｂ３０５

国联安保本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 Ｂ１０８
国联安中证医药１００指
数证券投资基金 Ｂ１３１
国联安中证股债动态策
略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Ｂ１３０

富兰克林国海焦点驱动
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
资基金

Ｂ４７１

国投瑞银中高等级债券
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２９４

华安保本混合型证券投
资基金 Ｂ１９６

工银瑞信信用纯债一年
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
资基金

Ｂ３５１

工银瑞信信用纯债两年
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
资基金

Ｂ３５０

国泰中国企业境外高收
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Ｂ１８８
广发轮动配置股票型证
券投资基金 Ｂ４０３
广发聚鑫债券型证券投
资基金 Ｂ３９７
华宝兴业服务优选股票
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０６４

华宝兴业服务优选股票
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０６５
华安双债添利债券型证
券投资基金 Ｂ２３０

国投瑞银策略精选灵活
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
金

Ｂ２６０

广发聚优灵活配置混合
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３９８
广发美国房地产指数证
券投资基金 Ｂ４０４

工银瑞信添福债券型证
券投资基金 Ｂ３３７
国泰美国房地产开发股
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１６５
工银瑞信保本３号混合
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３０２

国泰策略收益灵活配置
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１３５
国泰策略收益灵活配置
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１３６
光大保德信现金宝货币
市场基金 Ｂ０１３
广发成长优选灵活配置
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３７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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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发趋势优选灵活配置
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４１１

华安易富黄金交易型开
放式证券投资基金联接
基金

Ｂ２４８

华安年年红定期开放债
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２１９
工银瑞信月月薪定期支
付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Ｂ３５６

国投瑞银岁添利一年期
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
资基金

Ｂ２８２

华安年年盈定期开放债
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２２０

工银瑞信金融地产行业
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３２０
工银瑞信信息产业股票
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３４８
广发集利一年定期开放
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３８３

广发亚太中高收益债券
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４２５
华安生态优先股票型证
券投资基金 Ｂ２２９
国泰淘金互联网债券型
证券投资基金 Ｂ１８１
华安沪深３００量化增强
证券投资基金 Ｂ２１０
中加货币市场基金 Ｂ４６０
富兰克林国海岁岁恒丰
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
资基金

Ｂ４７６

国泰聚信价值优势灵活
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
金

Ｂ１６４

国泰安康养老定期支付
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１３７
广发全球医疗保健指数
证券投资基金 Ｂ４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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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Ｂ２５７

广发天天红发起式货币
市场基金 Ｂ４１６
工银瑞信纯债债券型证
券投资基金 Ｂ３０７

国开泰富岁月鎏金定期
开放信用债券型证券投
资基金

Ｂ４６２

国联安新精选灵活配置
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１２３
国金通用鑫盈货币市场
证券投资基金 Ｂ４８９

广发集鑫债券型证券投
资基金 Ｂ３８４
广发天天利货币市场基
金 Ｂ４１７
广发主题领先灵活配置
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４５０
光大保德信岁末红利纯
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Ｂ０１２
国寿安保货币市场基金Ｂ０２４
广发钱袋子货币市场基
金 Ｂ４１０

国泰国策驱动灵活配置
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１４３
国泰结构转型灵活配置
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１５３

国投瑞银医疗保健行业
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
资基金

Ｂ２９１

国泰浓益灵活配置混合
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１７０
工银瑞信薪金货币市场
基金 Ｂ３４７

广发竞争优势灵活配置
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４９１
广发竞争优势灵活配置
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４９２
国金通用金腾通货币市
场证券投资基金 Ｂ４８５
华安大国新经济股票型
证券投资基金 Ｂ２０２

广发新动力股票型证券
投资基金 Ｂ４２２
中加纯债一年定期开放
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４５８
国投瑞银新机遇灵活配
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Ｂ２８７

广发聚祥灵活配置混合
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３９６
光大保德信银发商机主
题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Ｂ０１８
华安新活力灵活配置混
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２３９
华宝兴业创新优选股票
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０７２

华宝兴业生态中国股票
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０６６
华宝兴业生态中国股票
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０６７
国寿安保沪深３００指数
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０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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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Ｂ２０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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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Ｂ５０１

国联安通盈灵活配置混
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１２２

工银瑞信绝对收益策略
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
基金基金

Ｂ３２３

国寿安保尊享债券型证
券投资基金 Ｂ０３０

工银瑞信现金快线货币
市场基金 Ｂ３４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