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B149

■ 2019年7月17日 星期三

信息披露

isclosure

D

基金管理人：建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基金托管人：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报告送出日期：2019年7月17日

§1�重要提示

基金管理人的董事会及董事保证本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基金托管人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根据本基金合同规定，于2019年7月15日复核

了本报告中的财务指标、净值表现和投资组合报告等内容，保证复核内容不存在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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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金的过往业绩并不代表其未来表现。 投资有风险，投资者在作出投资决策前应

仔细阅读本基金的招募说明书。

本报告中财务资料未经审计。

本报告期自2019年4月1日起至6月30日止。

§2�基金产品概况

基金简称 建信潜力新蓝筹股票

基金主代码 000756

基金运作方式 契约型开放式

基金合同生效日 2014年9月10日

报告期末基金份额总额 54,079,702.06份

投资目标

本基金主要投资于股票市场，通过股票精选和组合投资，在有效控制风险的

前提下， 追求基金资产的长期增值， 力争创造高于业绩比较基准的投资回

报。

投资策略

本基金将结合宏观经济环境、 政策形势等因素对各个行业及上市公司的影

响以及核心股票资产的估值水平，综合分析证券市场的走势，主动判断市场

时机，通过稳健的资产配置，合理确定基金资产在股票、债券等各类资产类

别上的投资比例，以最大限度地降低投资组合的风险、提高收益。

业绩比较基准 85%×沪深300指数收益率+15%×中债总财富（总值）指数收益率。

风险收益特征

本基金为股票型基金，具有较高风险、较高预期收益的特征，其风险和预期

收益均高于混合型基金、债券型基金和货币市场基金。

基金管理人 建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基金托管人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3�主要财务指标和基金净值表现

3.1�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人民币元

主要财务指标 报告期(2019年4月1日 -�2019年6月30日)

1.本期已实现收益 4,513,846.03

2.本期利润 -5,210,326.17

3. 加权平均基金份额本期利

润

-0.0951

4.期末基金资产净值 71,903,068.61

5.期末基金份额净值 1.33

注:1、本期已实现收益指基金本期利息收入、投资收益、其他收入（不含公允价值

变动损益）扣除相关费用后的余额，本期利润为本期已实现收益加上本期公允价值变

动损益。

2、所述基金业绩指标不包括持有人认购或交易基金的各项费用，计入费用后实

际收益水平要低于所列数字。

3.2�基金净值表现

3.2.1�本报告期基金份额净值增长率及其与同期业绩比较基准收益率的比较

阶段

净值增长

率①

净值增长率

标准差②

业绩比较基

准收益率③

业绩比较基准收益

率标准差④

①－③ ②－④

过去三个月 -6.80% 1.54% -0.87% 1.29% -5.93% 0.25%

3.2.2�自基金合同生效以来基金累计净值增长率变动及其与同期业绩比较基准收

益率变动的比较

注：本报告期，本基金投资组合比例符合基金合同要求。

§4�管理人报告

4.1�基金经理（或基金经理小组）简介

姓名 职务

任本基金的基金经理期限

证券从

业年限

说明

任职日期 离任日期

许杰

本 基

金 的

基 金

经理

2014年9

月10日

- 17年

许杰先生，权益投资部副总经理，硕士，特许金融分

析师（CFA）。 曾任青岛市纺织品进出口公司部门

经理、美国迪斯尼公司金融分析员，2002年3月加入

泰达宏利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历任研究员、研究部副

总经理、基金经理等职，2006年12月23日至2011年9

月30日任泰达宏利风险预算混合基金基金经理；

2010年2月8日至2011年9月30日任泰达宏利首选企

业股票基金基金经理；2008年9月26日至2011年9月

30日任泰达宏利集利债券基金基金经理。 2011年10

月加入我公司，2012年3月21日至2017年1月24日任

建信恒稳价值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的基金经理；

2012年8月14日起任建信社会责任混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的基金经理；2014年9月10日起任建信潜力新

蓝筹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的基金经理；2015年2月3

日起任建信睿盈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的基

金经理；2015年5月26日起任建信新经济灵活配置

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的基金经理；2017年3月22日

起任建信中小盘先锋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的基金经

理。

4.2�管理人对报告期内基金运作遵规守信情况的说明

本报告期内，本基金管理人不存在损害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的行为。 基金管理人

勤勉尽责地为基金份额持有人谋求利益，严格遵守《证券法》、《证券投资基金法》、其

他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建信潜力新蓝筹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的规定。

4.3�公平交易专项说明

4.3.1�公平交易制度的执行情况

为了公平对待投资人，保护投资人利益，避免出现不正当关联交易、利益输送等违

法违规行为，公司根据《证券投资基金法》、《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内部控制指导意

见》、《证券投资基金公司公平交易制度指导意见》、《证券期货经营机构私募资产管

理业务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和公司内部制度，制定和修订了《公平交易管理办法》、

《异常交易管理办法》、《公司防范内幕交易管理办法》、《利益冲突管理办法》等风险

管控制度。 公司使用的交易系统中设置了公平交易模块，一旦出现不同基金同时买卖

同一证券时，系统自动切换至公平交易模块进行操作，确保在投资管理活动中公平对

待不同投资组合， 严禁直接或通过第三方的交易安排在不同投资组合之间进行利益

输送。

4.3.2�异常交易行为的专项说明

本报告期内未出现所有投资组合参与的交易所公开竞价同日反向交易成交较少

的单边交易量超过该证券当日成交量的5％的情况。 本报告期，未发现本基金存在异

常交易行为。

4.4�报告期内基金投资策略和运作分析

报告期内全球经济下行压力加大， 自今年2月份开始欧洲和日本的制造业PMI指

数已经跌落至荣枯线以下并处于下行趋势，美国6月份的制造业PMI也跌落至2016年

9月份以来的最低。 全球经济进入周期性调整，美国发动的贸易战又加剧了世界经济

的调整压力。 中国制造业PMI指数3月份回升至荣枯线以上后，5月份又重新回落至荣

枯线以下，显示中国经济也存在着较大的调整压力。

二季度A股市场走出了前高后低的走势。四月初股票市场延续了一季度的上涨趋

势，但四月下旬开始股票市场出现了较大幅度的调整。 一方面，四月份开始监管得到

加强，继续进行金融供给侧改革，包商事件等的出现导致投资者的风险偏好降低，另

一方面，美国重燃贸易战，并对华为等公司列入所谓的实体清单，打击了本来就比较

脆弱的世界经济。

报告期内，本基金主要投资了以下三个方面的公司：首先继续围绕高质量增长这

条中国未来经济发展的主线，重点投资了先进制造、新材料等创新类行业的龙头企业；

其次，投资了消费行业尤其是必选消费行业的龙头公司；最后，配置了环保、建筑等需

求侧出现改善的公司。

4.5�报告期内基金的业绩表现

本报告期本基金净值增长率-6.80%， 波动率1.54%， 业绩比较基准收益率-0.

87%，波动率1.29%。

§5�投资组合报告

5.1�报告期末基金资产组合情况

序号 项目 金额（元） 占基金总资产的比例（%）

1 权益投资 63,487,238.90 87.08

其中：股票 63,487,238.90 87.08

2 基金投资 - 0.00

3 固定收益投资 - 0.00

其中：债券 - 0.00

资产支持证券 - 0.00

4 贵金属投资 - 0.00

5 金融衍生品投资 - 0.00

6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 0.00

其中：买断式回购的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 0.00

7 银行存款和结算备付金合计 6,471,358.81 8.88

8 其他资产 2,949,074.11 4.04

9 合计 72,907,671.82 100.00

5.2�报告期末按行业分类的股票投资组合

5.2.1�报告期末按行业分类的境内股票投资组合

代码 行业类别 公允价值（元）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

A 农、林、牧、渔业 - -

B 采矿业 711,913.59 0.99

C 制造业 35,284,281.37 49.07

D

电力、热力、燃气及

水生产和供应业

1,053,234.00 1.46

E 建筑业 5,881,530.00 8.18

F 批发和零售业 2,947,341.00 4.10

G

交通运输、仓储和

邮政业

1,961,877.00 2.73

H 住宿和餐饮业 - -

I

信息传输、软件和

信息技术服务业

4,313,248.82 6.00

J 金融业 5,392,436.00 7.50

K 房地产业 2,502,929.00 3.48

L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 -

M

科学研究和技术服

务业

676,042.12 0.94

N

水利、环境和公共

设施管理业

1,322,013.00 1.84

O

居民服务、修理和

其他服务业

- -

P 教育 - -

Q 卫生和社会工作 - -

R

文化、体育和娱乐

业

1,440,393.00 2.00

S 综合 - -

合计 63,487,238.90 88.30

注:以上行业分类以2019年6月30日的证监会行业分类标准为依据。

5.2.2�报告期末按行业分类的港股通投资股票投资组合

无。

5.3�报告期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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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 601398 工商银行 668,800 3,939,232.00 5.48

2 300316 晶盛机电 284,075 3,604,911.75 5.01

3 600887 伊利股份 90,500 3,023,605.00 4.21

4 603886 元祖股份 101,300 2,683,437.00 3.73

5 600600 青岛啤酒 52,790 2,635,804.70 3.67

6 600031 三一重工 182,121 2,382,142.68 3.31

7 002624 完美世界 82,722 2,135,054.82 2.97

8 601668 中国建筑 314,700 1,809,525.00 2.52

9 600048 保利地产 140,300 1,790,228.00 2.49

10 601766 中国中车 215,600 1,744,204.00 2.43

5.4�报告期末按债券品种分类的债券投资组合

无。

5.5�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五名债券投资明细

无。

5.6� 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十名资产支持证券

投资明细

无。

5.7� 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五名贵金属投资明

细

无。

5.8�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五名权证投资明细

无。

5.9�报告期末本基金投资的股指期货交易情况说明

5.9.1�报告期末本基金投资的股指期货持仓和损益明细

无。

5.9.2�本基金投资股指期货的投资政策

无。

5.10�报告期末本基金投资的国债期货交易情况说明

5.10.1�本期国债期货投资政策

无。

5.10.2�报告期末本基金投资的国债期货持仓和损益明细

无。

5.10.3�本期国债期货投资评价

无。

5.11�投资组合报告附注

5.11.1

本基金该报告期内投资前十名证券的发行主体未披露被监管部门立案调查和在

报告编制日前一年内受到公开谴责、处罚。

5.11.2

基金投资的前十名股票未超出基金合同规定的投资范围。

5.11.3�其他资产构成

序号 名称 金额（元）

1 存出保证金 98,681.27

2 应收证券清算款 2,833,131.94

3 应收股利 -

4 应收利息 3,249.74

5 应收申购款 14,011.16

6 其他应收款 -

7 待摊费用 -

8 其他 -

9 合计 2,949,074.11

5.11.4�报告期末持有的处于转股期的可转换债券明细

无。

5.11.5�报告期末前十名股票中存在流通受限情况的说明

无。

5.11.6�投资组合报告附注的其他文字描述部分

由于四舍五入原因，分项之和与合计可能有尾差。

§6�开放式基金份额变动

单位：份

报告期期初基金份额总额 57,336,996.08

报告期期间基金总申购份额 2,005,231.03

减:报告期期间基金总赎回份额 5,262,525.05

报告期期间基金拆分变动份额 （份额减少以

"-"填列）

-

报告期期末基金份额总额 54,079,702.06

注：上述总申购份额含转换转入份额，总赎回份额含转换转出份额。

§7�基金管理人运用固有资金投资本基金情况

7.1�基金管理人持有本基金份额变动情况

无。

7.2�基金管理人运用固有资金投资本基金交易明细

无。

§8�备查文件目录

8.1�备查文件目录

1、中国证监会批准建信潜力新蓝筹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设立的文件；

2、《建信潜力新蓝筹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

3、《建信潜力新蓝筹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

4、《建信潜力新蓝筹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托管协议》；

5、基金管理人业务资格批件和营业执照；

6、基金托管人业务资格批件和营业执照；

7、报告期内基金管理人在指定报刊上披露的各项公告。

8.2�存放地点

基金管理人或基金托管人处。

8.3�查阅方式

投资者可在营业时间免费查阅。 也可在支付工本费后，在合理时间内取得上述文

件的复印件。

建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2019年7月17日

建信潜力新蓝筹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2019年第二季度报告

基金管理人：建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基金托管人：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报告送出日期：2019年7月17日

§1�重要提示

基金管理人的董事会及董事保证本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基金托管人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根据本基金合同规定，于2019年7月15日复核了本报告中的财务

指标、净值表现和投资组合报告等内容，保证复核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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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金的过往业绩并不代表其未来表现。 投资有风险，投资者在作出投资决策前应仔细阅读本基金的招募

说明书。

本报告中财务资料未经审计。

本报告期自2019年4月1日起至6月30日止。

§2�基金产品概况

基金简称 建信全球机遇混合（QDII）

基金主代码 539001

基金运作方式 契约型开放式

基金合同生效日 2010年9月14日

报告期末基金份额总额 47,293,635.20份

投资目标

本基金通过全球化的资产配置和组合管理，在分散和控制投资风

险的同时追求基金资产长期增值。

投资策略

本基金采取“自上而下” 的资产配置与“自下而上” 的证券选择

相结合、定量研究与定性研究相结合、组合构建与风险控制相结

合的投资策略进行投资组合的构建。

业绩比较基准

标准普尔全球BMI市场指数总收益率 （SGlobalBMI）×70%＋

标 准 普 尔 BMI 中 国 （除 A、B 股 ） 指 数 总 收 益 率

（SBMIChinaex-A-B-Shares）×30%

风险收益特征

本基金为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其预期收益及预期风险水平低于

股票型基金,高于债券型基金和货币市场基金,属于中高收益/风

险特征的基金。

基金管理人 建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基金托管人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境外投资顾问

英文名称：Principal�Global�Investors,�LLC.

中文名称：信安环球投资有限公司

境外资产托管人

英文名称：Brown�Brothers�Harriman�&�Co.

中文名称：布朗兄弟哈里曼银行

基金合同存续期 不定期

§3�主要财务指标和基金净值表现

3.1�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人民币元

主要财务指标 报告期(2019年4月1日 -�2019年6月30日)

1.本期已实现收益 1,109,221.19

2.本期利润 3,343,674.67

3. 加权平均基金份额本期利

润

0.0697

4.期末基金资产净值 69,264,423.12

5.期末基金份额净值 1.465

注:1、本期已实现收益指基金本期利息收入、投资收益、其他收入（不含公允价值变动损益）扣除相关费

用后的余额，本期利润为本期已实现收益加上本期公允价值变动损益。

2、所述基金业绩指标不包括持有人认购或交易基金的各项费用，计入费用后实际收益水平要低于所列数

字。

3.2�基金净值表现

3.2.1�本报告期基金份额净值增长率及其与同期业绩比较基准收益率的比较

阶段

净值增长

率①

净值增长率

标准差②

业绩比较基

准收益率③

业绩比较基准收益

率标准差④

①－③ ②－④

过去三个月 4.94% 0.55% 3.96% 0.59% 0.98% -0.04%

3.2.2�自基金合同生效以来基金累计净值增长率变动及其与同期业绩比较基准收益率变动的比较

注：本报告期，本基金投资组合比例符合基金合同要求。

§4�管理人报告

4.1�基金经理（或基金经理小组）简介

姓名 职务

任本基金的基金经理期

限

证券

从业

年限

说明

任职日期 离任日期

李博涵

海 外 投

资 部 副

总经理，

本 基 金

的 基 金

经理

2017年11

月13日

- 14年

李博涵先生，海外投资部副总经理，硕士，加拿大籍华

人。 曾就职于美国联邦快递北京分公司、美国联合航

空公司北京分公司和美国万事达卡国际组织北京分

公司。2005年2月起加入加拿大蒙特利尔银行，任全球

资本市场投资助理；2006年8月起加入加拿大帝国商

业银行，任全球资本市场投资顾问；2008年8月加入我

公司海外投资部， 历任高级研究员兼基金经理助理、

基金经理，2018年5月起兼任部门副总经理；2013年8

月5日起任建信全球资源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的基金

经理；2017年11月13日起任建信全球机遇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建信新兴市场优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的

基金经理；2018年12月13日起任建信港股通恒生中国

企业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的基金经理。

4.2�境外投资顾问为本基金提供投资建议的主要成员简介

姓名

在境外投资

顾问所任职

务

证券从业年限 说明

Musta

fa�

Sagun

首席投资官 22

Mustafa�Sagun是信安环球股票的首席投资官。 他负责

监督所有国际、 国内和全球股票策略的投资组合管理和

研究。Mustafa在2000年加入公司。他从2002年开始就担

任全球股票组合的主管基金经理， 而在2006年开始担任

首席投资官。 他之前也担任公司资产配置策略团队的成

员。 Mustafa的职业生涯开始于1991年，曾担任过投资管

理，研究和风险管理的职位。 在加入信安之前，他是PNC

金融服务集团的副总裁和分析师和 Salomon�Brothers�

的股票衍生品专家。 Mustafa从University� of� South�

Florida取得金融学Ph.D.学位和国际经济学MA学位。 他

从土耳其的Bogazici�University取得电子和工程的学士

学位。 Mustafa获得了使用特许金融分析师称号的权

利。 他是CFA�Institute和CFA�Society�of�Iowa的成员。

Christ

opher�

Ibach

投资组 合 经

理

19

Christopher�Ibach负责监督支持所有股票策略的全球研

究&发展，包括全球量化研究、股票选择模型发展、投资组

合构建和风险管理。 他作为共同基金经理，专精于主动核

心、机会型的和专业全球组合。 Chris也监督公司的系统

策略团队，负责被动增强和被动股票组合。他在2000年作

为股票研究分析师加入公司， 专精于分析国际科技公司

并 在 2002年 成 为 基 金 经 理 。 在 此 之 前 ，Chris 在

Motorola, �Inc取得了6年的相关行业经验。 Chris从

University�of�Iowa获得了金融学MBA学位和电子工程

学士学位。 Chris获得了使用特许金融分析师称号的权

利并且是CFA�Institute的成员。

王曦

投资组 合 经

理

13

王曦在信安担任香港和中国投资组合的基金经理， 他也

是我们的高级投资分析师和大中华区研究团队负责人。

王曦的金融职业生涯开始于中国银行总行， 担任财务总

监执行助理超过3年时间， 也为该行IPO准备工作提供支

持。王曦在2003年加入信安，担任香港和中国股票市场的

基金经理以及亚洲和新兴市场策略的助理基金经理。 作

为全球研发团队的资深成员， 王曦也负责我们全球研究

平台（GRP）的模型搭建，特别是亚洲和大中华选股模

型。 他也曾在建设银行和信安的中国合资公司成立之初

时任高级顾问。王曦在2008年离开信安，曾在中国平安资

产管理公司（香港）担任股票投资总监，也曾任贝莱德亚

洲的基金经理。 王曦持有爱荷华大学Tippie管理学院的

MBA学位，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和国际金融学士学位。

他执有特许金融分析师（CFA）资格。

4.3�报告期内本基金运作遵规守信情况说明

本报告期内，本基金管理人严格遵守《证券投资基金法》、《证券投资基金销售管理办法》、《证券投资

基金运作管理办法》、《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基金合同和其他法律法规、部门规章，依照诚实

信用、勤勉尽责、安全高效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在认真控制投资风险的基础上，为基金持有人谋求

最大利益，没有发生违反法律法规的行为。

4.4�公平交易专项说明

4.4.1�公平交易制度的执行情况

为了公平对待投资人，保护投资人利益，避免出现不正当关联交易、利益输送等违法违规行为，公司根

据《证券投资基金法》、《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内部控制指导意见》、《证券投资基金公司公平交易制度

指导意见》、《证券期货经营机构私募资产管理业务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和公司内部制度，制定和修订了

《公平交易管理办法》、《异常交易管理办法》、《公司防范内幕交易管理办法》、《利益冲突管理办法》等风

险管控制度。 公司使用的交易系统中设置了公平交易模块，一旦出现不同基金同时买卖同一证券时，系统

自动切换至公平交易模块进行操作，确保在投资管理活动中公平对待不同投资组合，严禁直接或通过第三

方的交易安排在不同投资组合之间进行利益输送。

4.4.2�异常交易行为的专项说明

本报告期内未出现所有投资组合参与的交易所公开竞价同日反向交易成交较少的单边交易量超过该

证券当日成交量的5％的情况。 本报告期，未发现本基金存在异常交易行为。

4.5�报告期内基金的投资策略和业绩表现说明

2019年二季度全球市场延续了一季度的上涨行情，美国标普500指数上涨3.79%，MSCI亚太地区上涨

0.15%，MSCI欧洲上涨2.9%。 我们认为本季度市场相对稳健的支撑是美联储降息预期的持续提高。

中美谈判的波折导致了5月份单月市场的波动，但跌幅在6月被联储降息预期的增强所修复。 相对于经

济较弱的欧洲和新兴市场，美国经济仍然是当前全球市场的核心变量。 虽然美国经济领先指标已经快速滑

落，美债收益率也大幅下行，但与历史不同的是本轮美国经济见顶回落并未伴随危机的发生，“软着陆” 的

概率更大。而CME利率期货显示7月降息概率超过90%，表明市场认为联储将采取预防式降息，因此全球市

场整体情绪仍然相对乐观。

展望接下来的2019年， 我们认为影响全球市场的核心的因素已经逐步从贸易战转向美国经济和联储

货币政策的赛跑进程，市场大幅上涨和大幅下跌的概率相对较小，更大的概率是随着经济和货币政策的摇

摆而波动。

本报告期本基金净值增长率4.94%，波动率0.55%，业绩比较基准收益率3.96%，波动率0.59%。

§5�投资组合报告

5.1�报告期末基金资产组合情况

序号 项目 金额（人民币元 ）

占基金总资产的比例

（%）

1 权益投资 54,586,611.71 77.16

其中：普通股 53,963,475.98 76.28

优先股 - -

存托凭证 623,135.73 0.88

房地产信托凭证 - -

2 基金投资 4,312,154.81 6.10

3 固定收益投资 - -

其中：债券 - -

资产支持证券 - -

4 金融衍生品投资 - -

其中：远期 - -

期货 - -

期权 - -

权证 - -

5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 -

其中：买断式回购的买入返售

金融资产

- -

6 货币市场工具 - -

7 银行存款和结算备付金合计 11,508,451.43 16.27

8 其他资产 335,780.14 0.47

9 合计 70,742,998.09 100.00

5.2�报告期末在各个国家（地区）证券市场的股票及存托凭证投资分布

国家（地区） 公允价值（人民币元）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

美国 32,064,563.48 46.29

中国香港 4,397,832.90 6.35

英国 4,245,859.48 6.13

德国 2,732,062.61 3.94

法国 2,669,855.55 3.85

日本 2,205,034.25 3.18

澳大利亚 1,810,945.95 2.61

加拿大 1,595,464.93 2.30

韩国 1,495,013.28 2.16

意大利 1,369,979.28 1.98

合计 54,586,611.71 78.81

5.3�报告期末按行业分类的股票及存托凭证投资组合

行业类别 公允价值（人民币元）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

材料 3,045,397.89 4.40

必需消费品 2,836,134.70 4.09

非必需消费品 8,424,808.30 12.16

能源 2,183,339.60 3.15

金融 10,232,867.73 14.77

医疗保健 7,259,322.13 10.48

工业 5,665,123.89 8.18

房地产 2,302,869.35 3.32

信息技术 8,303,530.68 11.99

电信服务 3,848,771.37 5.56

公用事业 484,446.07 0.70

合计 54,586,611.71 78.81

注:以上分类采用全球行业分类标准(GICS)。

5.4�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十名股票及存托凭证投资明细

序号

公司名称 (英

文)

公司名称

(中文)

证券代码

所在证券

市场

所属国

家(地

区)

数量

（股）

公允价值（人

民币元）

占基金

资产净

值比例

（％）

1

WALMART�

INC

沃尔玛股

份有限公

司

US93114210

39

纽约证券

交易所

美国 2,222 1,687,799.21 2.44

2

JPMORGAN�

CHASE� ＆

CO

摩根大通

US46625H10

05

纽约证券

交易所

美国 2,089 1,605,587.56 2.32

3 AMGEN�INC

AM-

GEN-T

US03116210

09

纳斯达克

证券交易

所

美国 1,250 1,583,587.15 2.29

4

CORVEL�

CORP

CorVel公

司

US22100610

97

纳斯达克

证券交易

所

美国 2,532

1,514,

560.48

2.19

5

SAMSUNG�

ELECTRON-

ICS�CO�LTD

三星电子

有限公司

KR70059300

03

韩国证券

交易所

韩国 5,343

1,495,

013.28

2.16

6 APPLE�INC 苹果公司

US03783310

05

纳斯达克

证券交易

所

美国 1,098

1,493,

983.41

2.16

7

BAXTER�

INTERNA-

TIONAL�INC

百特

US07181310

99

纽约证券

交易所

美国 2,546

1,433,

494.57

2.07

8

3I� GROUP�

PLC

3i集团公

共股份有

限公司

GB00B1YW

4409

英国伦敦

证券交易

所

英国 14,489

1,405,

437.76

2.03

9 ASTM�SPA

ASTM股

份公司

IT00000840

27

意大利证

券交易所

意大利 6,171 1,369,979.28 1.98

10

HOME�

DEPOT�INC

家得宝

US43707610

29

纽约证券

交易所

美国 925 1,322,501.51 1.91

注:所有证券代码采用ISIN码。

5.5�报告期末按债券信用等级分类的债券投资组合

无。

5.6�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五名债券投资明细

无。

5.7�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十名资产支持证券投资明细

无。

5.8�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五名金融衍生品投资明细

无。

5.9�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十名基金投资明细

序号 基金名称 基金类型

运作方

式

管理人

公允价值

（元）

占

基

金

资

产

净

值

比

例

（%）

1

ISHARES�CORE�

S&P�500�ETF

ETF基金

交易型

开放式

BlackRock�Fund�Advisors

1,621,

054.26

2.3

4

2

HEALTH�CARE�

SELECT�SECTOR

ETF基金

交易型

开放式

State�Street�Bank�and�Trust�

Company

1,592,

180.52

2.3

0

3

CONSUMER�

STAPLES�SPDR

ETF基金

交易型

开放式

State�Street�Bank�and�Trust�

Company

655,571.39

0.9

5

4

ISHARES�CORE�

MSCI�CHINA�

INDEX�ETF

ETF基金

交易型

开放式

BlackRock�Asset�

Management�North�Asia

443,348.64

0.6

4

5.10�投资组合报告附注

5.10.1

本基金该报告期内投资前十名证券的发行主体未披露被监管部门立案调查和在报告编制日前一年内

受到公开谴责、处罚。

5.10.2

基金投资的前十名股票未超出基金合同规定的投资范围。

5.10.3�其他资产构成

序号 名称 金额（人民币元）

1 存出保证金 -

2 应收证券清算款 -

3 应收股利 98,984.13

4 应收利息 337.41

5 应收申购款 232,642.18

6 其他应收款 -

7 待摊费用 -

8 其他 3,816.42

9 合计 335,780.14

5.10.4�报告期末持有的处于转股期的可转换债券明细

无。

5.10.5�报告期末前十名股票中存在流通受限情况的说明

无。

5.10.6�投资组合报告附注的其他文字描述部分

由于四舍五入原因，分项之和与合计可能有尾差。

§6�开放式基金份额变动

单位：份

报告期期初基金份额总额 49,880,145.49

报告期期间基金总申购份额 5,782,286.76

减:报告期期间基金总赎回份额 8,368,797.05

报告期期间基金拆分变动份额 （份额减少以

"-"填列）

-

报告期期末基金份额总额 47,293,635.20

注：上述总申购份额含转换转入份额，总赎回份额含转换转出份额。

§7�基金管理人运用固有资金投资本基金情况

7.1�基金管理人持有本基金份额变动情况

无。

7.2�基金管理人运用固有资金投资本基金交易明细

无。

§8�备查文件目录

8.1�备查文件目录

1、中国证监会批准建信全球机遇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设立的文件；

2、《建信全球机遇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

3、《建信全球机遇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

4、《建信全球机遇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托管协议》；

5、基金管理人业务资格批件和营业执照；

6、基金托管人业务资格批件和营业执照；

7、报告期内基金管理人在指定报刊上披露的各项公告。

8.2�存放地点

基金管理人或基金托管人处。

8.3�查阅方式

投资者可在营业时间免费查阅。 也可在支付工本费后，在合理时间内取得上述文件的复印件。

建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2019年7月17日

建信全球机遇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管理人：建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基金托管人：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报告送出日期：2019年7月17日

§1�重要提示

基金管理人的董事会及董事保证本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基金托管人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根据本基金合同规定， 于2019年7月15日复核了本报告中的财务指

标、净值表现和投资组合报告等内容，保证复核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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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金的过往业绩并不代表其未来表现。 投资有风险，投资者在作出投资决策前应仔细阅读本基金的招募

说明书。

本报告中财务资料未经审计。

本报告期自2019年4月1日起至6月30日止。

§2�基金产品概况

基金简称 建信全球资源混合(QDII)

基金主代码 539003

基金运作方式 契约型开放式

基金合同生效日 2012年6月26日

报告期末基金份额总额 28,608,055.80份

投资目标

通过全球化的资产配置和组合管理，优选资源类相关行业的股票

进行投资，在控制风险的同时，追求基金资产的长期增值。

投资策略

本基金在投资策略方面，将采取自上而下的资产配置与自下而上

的证券选择相结合、定量研究与定性研究相结合、组合构建与风

险控制相结合等多种方式进行投资组合的构建。

业绩比较基准

50% ×MSCI 全 球 能 源 行 业 净 总 收 益 指 数 收 益 率

（MSCIACWIEnergyNetTotalReturnIndex）＋50%×MSCI全

球 原 材 料 行 业 净 总 收 益 指 数 收 益 率

（MSCIACWIMaterialNetTotalReturnIndex）。

风险收益特征

本基金属于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其预期收益及预期风险水平低

于股票型基金,高于债券型基金和货币市场基金,属于中高收益/

风险特征的基金。

基金管理人 建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基金托管人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境外投资顾问

英文名称：Principal�Global�Investors,�LLC.

中文名称：信安环球投资有限公司

境外资产托管人

英文名称：Brown�Brothers�Harriman

中文名称：布朗兄弟哈里曼银行

基金合同存续期 不定期

§3�主要财务指标和基金净值表现

3.1�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人民币元

主要财务指标 报告期(2019年4月1日 -�2019年6月30日)

1.本期已实现收益 473,060.91

2.本期利润 786,696.71

3. 加权平均基金份额本期利

润

0.0264

4.期末基金资产净值 25,498,471.32

5.期末基金份额净值 0.891

注:1、本期已实现收益指基金本期利息收入、投资收益、其他收入（不含公允价值变动损益）扣除相关费

用后的余额，本期利润为本期已实现收益加上本期公允价值变动损益。

2、所述基金业绩指标不包括持有人认购或交易基金的各项费用，计入费用后实际收益水平要低于所列数

字。

3.2�基金净值表现

3.2.1�本报告期基金份额净值增长率及其与同期业绩比较基准收益率的比较

阶段

净值增长

率①

净值增长率

标准差②

业绩比较基

准收益率③

业绩比较基准收益

率标准差④

①－③ ②－④

过去三个月 3.13% 0.76% 3.50% 0.73% -0.37% 0.03%

3.2.2�自基金合同生效以来基金累计净值增长率变动及其与同期业绩比较基准收益率变动的比较

注：本报告期，本基金投资组合比例符合基金合同要求。

§4�管理人报告

4.1�基金经理（或基金经理小组）简介

姓名 职务

任本基金的基金经理期

限

证券

从业

年限

说明

任职日期 离任日期

李博

涵

海 外

投 资

部 副

总 经

理，本

基 金

的 基

金 经

理

2013年8

月5日

- 14年

李博涵先生，海外投资部副总经理，硕士，加拿大籍华人。

曾就职于美国联邦快递北京分公司、 美国联合航空公司

北京分公司和美国万事达卡国际组织北京分公司。 2005

年2月起加入加拿大蒙特利尔银行，任全球资本市场投资

助理；2006年8月起加入加拿大帝国商业银行， 任全球资

本市场投资顾问；2008年8月加入我公司海外投资部，历

任高级研究员兼基金经理助理、 基金经理，2018年5月起

兼任部门副总经理；2013年8月5日起任建信全球资源混

合型证券投资基金的基金经理；2017年11月13日起任建

信全球机遇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建信新兴市场优选混

合型证券投资基金的基金经理；2018年12月13日起任建

信港股通恒生中国企业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的基金经理。

4.2�境外投资顾问为本基金提供投资建议的主要成员简介

姓名

在境外投资顾

问所任职务

证券

从业

年限

说明

Mohammed�

Zaidi

投资组合经理 16

Mohammed�Zaidi是信安环球股票的基金经理。 他在新加坡

办公，担任全球新兴市场股票策略的共同基金经理及新兴亚洲

股票策略负责人。 Mohammed的职业生涯开始于1997年，在

全球宏观对冲基金管理人 VZB�Capital�担任新兴市场分析师

及基金经理。 他在2001年作为新兴市场股票分析师加入信安，

专注于基础选股工作，并且是负责信安内部研发的全球研究平

台（GRP）初始搭建的核心分析师之一。 他专注于将GRP调整

适用于新兴市场和亚洲股票。 在2006年离开公司后，他曾经担

任Martin�Currie投资管理公司的新兴市场基金经理和分析

师。在那之前服务于该团队的前任雇主Scottish�Widows投资

合伙公司。他持有麻省理工学院斯隆管理学院MBA学位，宾夕

法尼亚大学沃顿学院经济学学士学位。

4.3�报告期内本基金运作遵规守信情况说明

本报告期内，本基金管理人不存在损害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的行为。 基金管理人勤勉尽责地为基金份

额持有人谋求利益，严格遵守《证券法》、《证券投资基金法》、其他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建信全球资源

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的规定。

4.4�公平交易专项说明

4.4.1�公平交易制度的执行情况

为了公平对待投资人，保护投资人利益，避免出现不正当关联交易、利益输送等违法违规行为，公司根

据《证券投资基金法》、《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内部控制指导意见》、《证券投资基金公司公平交易制度

指导意见》、《证券期货经营机构私募资产管理业务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和公司内部制度，制定和修订了

《公平交易管理办法》、《异常交易管理办法》、《公司防范内幕交易管理办法》、《利益冲突管理办法》等风

险管控制度。 公司使用的交易系统中设置了公平交易模块，一旦出现不同基金同时买卖同一证券时，系统

自动切换至公平交易模块进行操作，确保在投资管理活动中公平对待不同投资组合，严禁直接或通过第三

方的交易安排在不同投资组合之间进行利益输送。

4.4.2�异常交易行为的专项说明

本报告期内未出现所有投资组合参与的交易所公开竞价同日反向交易成交较少的单边交易量超过该

证券当日成交量的5％的情况。 本报告期，未发现本基金存在异常交易行为。

4.5�报告期内基金的投资策略和业绩表现说明

2019年5月份之后基本面指标恶化，货币政策保持宽松，新西兰、澳大利亚等央行降息，欧央行主席和

美联储发言也相继宽松。 但基本面数据疲软，加之1季度市场风险偏好上升较快，2季度风险资产普遍出现

回调。 布伦特原油价格2季度下调接近11%，最大调整幅度接近20%；大宗商品受中国地产投资超预期、巴

西淡水河谷矿难事故以及中国结构性去杠杆拉动一路走高； 石油供给方面，OPEC国家主要产油国沙特严

格遵守限产协议，并最终延长减产协议至2020年3月，美国与伊朗的紧张关系进一步也对油价有所支撑；但

全球需求不振，PMI持续下行，主导了油价下跌。

经济基本面确定性放缓和风险偏好下修主导了2季度风险资产的走势。 未来短期市场可能主要在宽松

和经济数据变化之间震荡，中长期主要看美联储的宽松政策是否能够持续并有效遏制经济陷入衰退。

本报告期本基金净值增长率3.13%，波动率0.76%，业绩比较基准收益率3.50%，波动率0.73%。

4.6�报告期内基金持有人数或基金资产净值预警说明

本报告期内，自2019年4月1日至2019年6月30日，本基金基金资产净值低于五千万元超过连续20个工

作日。根据《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2014年8月8日生效）第四十一条的要求，现将该情况

在本次报告中予以披露。

§5�投资组合报告

5.1�报告期末基金资产组合情况

序号 项目 金额（人民币元 ）

占基金总资产的比例

（%）

1 权益投资 18,243,132.25 70.55

其中：普通股 10,207,207.17 39.48

优先股 - -

存托凭证 8,035,925.08 31.08

房地产信托凭证 - -

2 基金投资 1,947,234.57 7.53

3 固定收益投资 - -

其中：债券 - -

资产支持证券 - -

4 金融衍生品投资 - -

其中：远期 - -

期货 - -

期权 - -

权证 - -

5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 -

其中：买断式回购的买入返售

金融资产

- -

6 货币市场工具 - -

7 银行存款和结算备付金合计 4,901,082.18 18.95

8 其他资产 765,772.70 2.96

9 合计 25,857,221.70 100.00

5.2�报告期末在各个国家（地区）证券市场的股票及存托凭证投资分布

国家（地区） 公允价值（人民币元）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

美国 15,861,021.77 62.20

中国香港 2,382,110.48 9.34

合计 18,243,132.25 71.55

5.3�报告期末按行业分类的股票及存托凭证投资组合

行业类别 公允价值（人民币元）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

材料 8,908,867.08 34.94

必需消费品 - 0.00

非必需消费品 - 0.00

能源 9,334,265.17 36.61

金融 - 0.00

医疗保健 - 0.00

工业 - 0.00

房地产 - 0.00

信息技术 - 0.00

电信服务 - 0.00

公用事业 - 0.00

合计 18,243,132.25 71.55

注:以上分类采用全球行业分类标准（GICS）。

5.4�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十名股票及存托凭证投资明细

序号

公司名称

(英文)

公司名称

(中文)

证券代码

所在证券

市场

所属国

家(地区)

数量

（股）

公允价值（人

民币元）

占基金

资产净

值比例

（％）

1

EXXON�

MOBIL�

CORP

埃克森美

孚石油

US30231G10

22

纽约证券

交易所

美国 2,368

1,247,

481.96

4.89

2

ASIA�

CEMENT�

CHINA�

HOLDINGS

亚洲水泥

（中国）

KYG0539C1

069

香港联合

交易所

中国香

港

109,500

1,207,

887.54

4.74

3

CHEVRON�

CORP

雪佛龙

US16676410

05

纽约证券

交易所

美国 885 757,106.59 2.97

4

BP�

PLC-SPON

S�ADR

碧辟公司

US05562210

44

纽约证券

交易所

美国 2,505 718,120.85 2.82

5

TOTAL�

SA-SPON�

ADR

道达尔

US89151E10

91

纽约证券

交易所

美国 1,832 702,644.39 2.76

6

ROYAL�

DUTCH�

SHELL-SP

ON�ADR-B

荷兰皇家

壳牌

US78025910

70

纽约证券

交易所

美国 1,416 639,950.97 2.51

7

ANGLO�

AMERI-

CAN�

PLC-SPON

S�ADR

英美公司

US03485P30

01

美国证券

交易所

美国 6,164 605,124.29 2.37

8

MARATH

ON�

PETROLEU

M�CORP

马拉松石

油公司

US56585A10

25

纽约证券

交易所

美国 1,570 603,128.43 2.37

9

BASF�

SE-SPON�

ADR

巴斯夫欧

洲公司

US05526250

57

美国证券

交易所

美国 4,600 577,131.07 2.26

10

FORTES-

CUE�

MET-

ALS-SPON�

ADR

FMG集团

US34959A20

69

美国证券

交易所

美国 6,518 569,078.04 2.23

注:所有证券代码采用ISIN码。

5.5�报告期末按债券信用等级分类的债券投资组合

无。

5.6�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五名债券投资明细

无。

5.7�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十名资产支持证券投资明细

无。

5.8�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五名金融衍生品投资明细

无。

5.9�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十名基金投资明细

序

号

基金名称

基金

类型

运作方

式

管理人

公允价值

（元）

占基金

资产净

值比例

（%）

1

ISHARES�CORE�S&P�500�

ETF

ETF

基金

交易型

开放式

指数

BlackRock�Fund�Advisors

1,823,

686.04

7.15

2

ISHARES�GLOBAL�

MATERIALS�ETF

ETF

基金

交易型

开放式

指数

BlackRock�Fund�Advisors 42,570.82 0.17

3

ISHARES�GLOBAL�

ENERGY�ETF

ETF

基金

交易型

开放式

指数

BlackRock�Fund�Advisors 41,742.42 0.16

4

ISHARES�MSCI�CHINA�

ETF

ETF

基金

交易型

开放式

指数

BlackRock�Fund�Advisors 39,235.29 0.15

5.10�投资组合报告附注

5.10.1

本基金该报告期内投资前十名证券的发行主体未披露被监管部门立案调查和在报告编制日前一年内

受到公开谴责、处罚。

5.10.2

基金投资的前十名股票未超出基金合同规定的投资范围。

5.10.3�其他资产构成

序号 名称 金额（人民币元）

1 存出保证金 -

2 应收证券清算款 -

3 应收股利 69,174.12

4 应收利息 97.96

5 应收申购款 9,030.62

6 其他应收款 -

7 待摊费用 -

8 其他 687,470.00

9 合计 765,772.70

5.10.4�报告期末持有的处于转股期的可转换债券明细

无。

5.10.5�报告期末前十名股票中存在流通受限情况的说明

无。

5.10.6�投资组合报告附注的其他文字描述部分

由于四舍五入原因，分项之和与合计可能有尾差。

§6�开放式基金份额变动

单位：份

报告期期初基金份额总额 30,698,009.81

报告期期间基金总申购份额 652,302.98

减:报告期期间基金总赎回份额 2,742,256.99

报告期期间基金拆分变动份额 （份额减少以

"-"填列）

-

报告期期末基金份额总额 28,608,055.80

注：上述总申购份额含转换转入份额，总赎回份额含转换转出份额。

§7�基金管理人运用固有资金投资本基金情况

7.1�基金管理人持有本基金份额变动情况

单位：份

报告期期初管理人持有的本

基金份额

17,454,372.30

报告期期间买入/申购总份额 -

报告期期间卖出/赎回总份额 -

报告期期末管理人持有的本

基金份额

17,454,372.30

报告期期末持有的本基金份

额占基金总份额比例（%）

61.01

7.2�基金管理人运用固有资金投资本基金交易明细

无。

§8�影响投资者决策的其他重要信息

8.1�报告期内单一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比例达到或超过20%的情况

单位：份

投资

者类

别

报告期内持有基金份额变化情况 报告期末持有基金情况

序号

持有基金

份额比例

达到或者

超过20%

的时间区

间

期初

份额

申购

份额

赎回

份额

持有份额 份额占比（%）

机构 1

2019年04

月01日

-2019年

06月30日

17,454,372.30 - - 17,454,372.30 61.01

产品特有风险

本基金由于存在单一投资者份额占比达到或超过20%的情况，可能会出现因集中赎回而引发的基金流动性风险，

敬请投资者注意。 本基金管理人将不断完善流动性风险管控机制，持续做好基金流动性风险的管控工作，审慎评

估大额申赎对基金运作的影响，采取有效措施切实保护持有人合法权益。

§9�备查文件目录

9.1�备查文件目录

1、中国证监会批准建信全球资源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设立的文件；

2、《建信全球资源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

3、《建信全球资源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

4、《建信全球资源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托管协议》；

5、基金管理人业务资格批件和营业执照；

6、基金托管人业务资格批件和营业执照；

7、报告期内基金管理人在指定报刊上披露的各项公告。

9.2�存放地点

基金管理人或基金托管人处。

9.3�查阅方式

投资者可在营业时间免费查阅。 也可在支付工本费后，在合理时间内取得上述文件的复印件。

建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2019年7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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