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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losure

国联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旗下全部基金

2021

年第

3

季度报告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董事保证公司旗下全部基金2021年第3季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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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联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旗下

国联安德盛稳健证券投资基金

国联安德盛小盘精选证券投资基金

国联安德盛安心成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国联安德盛精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国联安德盛优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国联安德盛红利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国联安德盛增利债券证券投资基金

国联安主题驱动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国联安中证100指数证券投资基金（LOF）

国联安信心增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上证大宗商品股票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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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联安货币市场证券投资基金

国联安优选行业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国联安信心增长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国联安中小企业综合指数证券投资基金(LOF)

国联安安泰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国联安中证医药100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国联安新精选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国联安通盈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国联安鑫安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国联安睿祺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国联安鑫享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国联安添鑫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国联安双佳信用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LOF）

国联安科技动力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国联安安稳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国联安添利增长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国联安锐意成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国联安鑫汇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国联安鑫发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国联安鑫乾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国联安鑫隆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国联安远见成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国联安价值优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国联安增富一年定期开放纯债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国联安增裕一年定期开放纯债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国联安行业领先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国联安增鑫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国联安智能制造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国联安安享稳健养老目标一年持有期混合型基金中基金（FOF）

国联安增盈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国联安中证全指半导体产品与设备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国联安增瑞政策性金融债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国联安中证全指半导体产品与设备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

国联安新科技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国联安恒利63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国联安沪深30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国联安短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国联安沪深30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

国联安科技创新3年封闭运作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国联安中债1-3年政策性金融债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国联安增祺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国联安新蓝筹红利一年定期开放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国联安增泰一年定期开放纯债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国联安增盛一年定期开放纯债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国联安增顺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国联安核心资产策略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国联安中证全指证券公司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国联安匠心科技1个月滚动持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国联安中证新材料主题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国联安鑫稳3个月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国联安上证科创板50成份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的2021年第3季度报告全文于2021年

10月27日在本公司网站（www.cpicfunds.com）和中国证监会基金电子披露网站（http://eid.csrc.

gov.cn/fund） 披露， 供投资者查阅 。 如有疑问可拨打本公司客服电话（021-38784766,

400-7000-365）咨询。

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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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

不保证最低收益。 请充分了解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审慎做出投资决定。

特此公告。

国联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1年10月27日

渤海汇金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改聘会计师事务所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21年10月27日

1.�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管理人名称 渤海汇金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各

基金基金合同和招募说明书等法律文件，渤海汇金

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董事会会议决议等。

改聘日期 2021年10月25日

改聘前会计师事务所名称 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改聘后会计师事务所名称 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基金名称 基金简称 基金主代码

渤海汇金汇添金货币市场基金 渤海汇金汇添金货币基金 004786

渤海汇金汇添益3个月定期开放债

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渤海汇金汇添益3个月定开 005428

渤海汇金汇增利3个月定期开放债

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渤海汇金汇增利3个月定开 005427

渤海汇金睿选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

资基金

渤海汇金睿选混合 005429

渤海汇金量化汇盈灵活配置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

渤海汇金量化汇盈混合 005021

渤海汇金汇裕87个月定期开放债券

型证券投资基金

渤海汇金汇裕87个月定期开放

债券

009836

渤海汇金兴荣一年定期开放债券型

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渤海汇金兴荣一年定期开放债

券

010848

渤海汇金新动能主题混合型证券投

资基金

渤海汇金新动能主题混合 010584

渤海汇金创新价值一年持有期混合

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渤海汇金创新价值一年持有期

混合

012272

注：-

2.� �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上述变更事项，已由渤海汇金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并已按照相关规定及

基金合同约定通知基金托管人。 投资者可通过本基金管理人网站（www.bhhjamc.com）或客户服务

电话400-651-5988咨询有关详情。

特此公告。

渤海汇金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21年10月27日

渤海汇金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旗下全部基金

2021

年第

3

季度报告提

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董事保证基金季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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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渤海汇金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旗下：

渤海汇金汇添金货币市场基金

渤海汇金汇增利3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渤海汇金汇添益3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渤海汇金睿选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渤海汇金量化汇盈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渤海汇金汇裕87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渤海汇金新动能主题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上述基金的2021年第3季度报告全文于2021年10月27日在本公司网站（https://www.bhhjamc.

com）和中国证监会基金电子披露网站（http://eid.csrc.gov.cn/fund）披露，供投资者查阅。如有疑问

可拨打本公司客服电话（400-651-5988/� 400-651-1717）咨询。

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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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

不保证最低收益。 请充分了解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审慎做出投资决定。

特此公告。

渤海汇金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21年10月27日

宝盈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旗下

49

只基金

2021

年第

3

季度报告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董事保证基金年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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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宝盈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旗下宝盈鸿利收益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宝盈泛沿海区域增长混

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宝盈策略增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宝盈资源优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宝盈增强

收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宝盈核心优势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宝盈货币市场证券投资基金、

宝盈中证100指数增强型证券投资基金、宝盈新价值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宝盈转型动力灵活

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宝盈祥瑞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宝盈科技30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宝盈睿丰创新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宝盈先进制造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宝盈祥泰

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宝盈新兴产业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宝盈优势产业灵活配置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宝盈新锐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宝盈国家安全战略沪港深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宝盈医疗健康沪港深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宝盈互联网沪港深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宝盈消

费主题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宝盈盈泰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宝盈人工智能主题股票型

证券投资基金、宝盈安泰短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宝盈祥颐定期开放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宝盈聚享

纯债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宝盈品牌消费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宝盈盈润纯债债券型

证券投资基金、宝盈融源可转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宝盈聚丰两年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宝

盈研究精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宝盈祥利稳健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宝盈盈顺纯债债券型证券

投资基金、宝盈祥泽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宝盈鸿盛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宝盈龙头优选股票型证券投

资基金、宝盈盈辉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宝盈祥明一年定期开放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宝盈盈旭纯

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宝盈现代服务业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宝盈创新驱动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宝

盈聚福39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宝盈发展新动能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宝盈祥裕增强回

报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宝盈盈沛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宝盈基础产业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宝盈

智慧生活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宝盈祥乐一年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共49只基金的2021年第3季

度报告全文于2021年10月27日在本公司网站（http://www.byfunds.com）和中国证监会基金电子

披露网站 （http://eid.csrc.gov.cn/fund） 披露， 供投资者查阅。 如有疑问可拨打本公司客服电话

（400-8888-300� (免长话费)）咨询。

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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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

不保证最低收益。 请充分了解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审慎做出投资决定。

特此公告。

宝盈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1年10月27日

国寿安保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旗下基金

2021

年第三季度报告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董事保证基金季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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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寿安保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旗下基金：

序号 基金名称 基金代码

1 国寿安保货币市场基金 000505

2 国寿安保沪深30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 000613

3 国寿安保尊享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000668

4 国寿安保场内实时申赎货币市场基金 519878

5 国寿安保薪金宝货币市场基金 000895

6 国寿安保尊益信用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000931

7 国寿安保聚宝盆货币市场基金 001096

8 国寿安保中证50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510560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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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1241

10 国寿安保智慧生活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001672

11 国寿安保增金宝货币市场基金 001826

12 国寿安保鑫钱包货币市场基金 001931

13 国寿安保成长优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001521

14 国寿安保稳惠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02148

15 国寿安保核心产业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02376

16 国寿安保灵活优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01932

17 国寿安保尊利增强回报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002720

18 国寿安保强国智造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03131

19 国寿安保安康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003285

20 国寿安保安享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003514

21 国寿安保添利货币市场基金 003422

22 国寿安保稳诚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04225

23 国寿安保稳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04258

24 国寿安保稳荣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04279

25 国寿安保稳信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04301

26 国寿安保尊裕优化回报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004318

27 国寿安保安瑞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004629

28 国寿安保稳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04405

29 国寿安保稳泰一年定期开开放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04772

30 国寿安保安吉半年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004821

31 国寿安保策略精选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LOF） 168002

32 国寿安保健康科学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05043

33 国寿安保目标策略灵活配置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004818

34 国寿安保安裕半年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005208

35 国寿安保沪深30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510380

36 国寿安保稳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04756

37 国寿安保华兴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05683

38 国寿安保稳瑞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04760

39 国寿安保安盛3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004797

40 国寿安保消费新蓝海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05175

41 国寿安保安丰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006599

42 国寿安保尊荣中短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006773

43 国寿安保泰和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006919

44 国寿安保中债1-3年国开行债券指数型证券投资基金 007010

45 国寿安保泰荣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007215

46 国寿安保消费新蓝筹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05175

47 国寿安保泰恒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006980

48 国寿安保泰弘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007419

49 国寿安保尊耀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007837

50 国寿安保安泽纯债39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007970

51 国寿安保研究精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08082

52 国寿安保泰瑞纯债一年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008503

53 国寿安保国证创业板中盘精选88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159804

54 国寿安保国证创业板中盘精选88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 008898

55 国寿安保尊盛双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008740

56 国寿安保科技创新3年封闭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501097

57 国寿安保泰吉纯债一年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008902

58 国寿安保尊诚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008873

59 国寿安保泰祥纯债一年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008289

60 国寿安保尊恒利率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008875

61 国寿安保稳健养老目标一年持有期混合型发起式基金中基金（FOF） 008617

62 国寿安保瑞和纯债66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009587

63 国寿安保稳丰6个月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09244

64 国寿安保策略优选3个月持有期混合型基金中基金（FOF） 009151

65 国寿安保高股息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09500

66 国寿安保裕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10205

67 国寿安保稳和6个月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10541

68 国寿安保中债-3-5年政策性金融债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009581

69 国寿安保泰安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010232

70 国寿安保创新医药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009502

71 国寿安保华丰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10765

72 国寿安保中证沪港深30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517300

73 国寿安保稳鑫一年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11510

74 国寿安保稳悦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10828

75 国寿安保稳弘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11027

76 国寿安保稳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10984

77 国寿安保尊庆6个月持有期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009309

78 国寿安保稳福6个月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10934

79 国寿安保璟珹6个月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11773

80 国寿安保安恒金融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012451

81 国寿安保尊弘短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011008

82 国寿安保裕丰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11734

2021年第三季度的季度报告全文于2021年10月27日在本公司网站（http://www.gsfunds.com.

cn）和中国证监会基金电子披露网站（http://eid.csrc.gov.cn/fund）披露，供投资者查阅。 如有疑问

可拨打本公司客服电话（4009-258-258）咨询。

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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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

不保证最低收益。 请充分了解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审慎做出投资决定。

特此公告。

国寿安保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1年10月27日

东海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旗下全部基金

2021

年第

3

季度报告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董事保证基金2021年第3季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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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海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旗下：

东海美丽中国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东海中证社会发展安全产业主题指数型证券投资基金

东海祥瑞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东海祥龙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LOF)

东海核心价值精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东海祥利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东海科技动力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东海祥苏短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东海祥泰三年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东海鑫享66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的2021年第3季度报告全文于2021年10月27日在本公司网站[www.donghaifunds.com]和中国

证监会基金电子披露网站（http://eid.csrc.gov.cn/fund）披露，供投资者查阅。 如有疑问可拨打本公

司客服电话（400-959-5531）咨询。

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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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

不保证最低收益。 请充分了解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审慎做出投资决定。

特此公告。

东海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2021年10月27日

长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旗下基金

2021

年第

3

季度报告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董事保证旗下基金2021年第3季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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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旗下基金2021年第3季度报告于2021年10月27日在本公司网站（www.

changanfunds.com）和中国证监会基金电子披露网站（http://eid.csrc.gov.cn/fund）披露，供投资

者查阅。 如有疑问可拨打本公司客服电话（400-820-9688）咨询。

基金列表如下：

1、长安宏观策略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2、长安沪深300非周期行业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3、长安货币市场证券投资基金

4、长安产业精选灵活配置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5、长安鑫利优选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6、长安鑫益增强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7、长安鑫富领先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8、长安泓源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9、长安泓沣中短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10、长安鑫旺价值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1、长安鑫兴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2、长安裕盛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3、长安裕泰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4、长安鑫禧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5、长安裕腾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6、长安泓润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17、长安裕隆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8、长安鑫盈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9、长安鑫悦消费驱动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20、长安鑫瑞科技先锋6个月定期开放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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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

不保证最低收益。 请充分了解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审慎做出投资决定。

特此公告。

长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1年10月27日

光大保德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旗下部分基金季度报告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董事保证基金季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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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序号 基金名称

1 光大保德信量化核心证券投资基金

2 光大保德信货币市场基金

3 光大保德信红利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4 光大保德信新增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5 光大保德信优势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6 光大保德信增利收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7 光大保德信均衡精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8 光大保德信动态优选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9 光大保德信中小盘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0 光大保德信信用添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11 光大保德信行业轮动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2 光大保德信添天盈五年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13 光大保德信现金宝货币市场基金

14 光大保德信银发商机主题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5 光大保德信岁末红利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16 光大保德信国企改革主题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17 光大保德信鼎鑫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8 光大保德信一带一路战略主题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9 光大保德信耀钱包货币市场基金

20 光大保德信欣鑫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21 光大保德信睿鑫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22 光大保德信中国制造2025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23 光大保德信风格轮动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24 光大保德信产业新动力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25 光大保德信永鑫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26 光大保德信吉鑫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27 光大保德信恒利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28 光大保德信铭鑫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29 光大保德信安和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30 光大保德信诚鑫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31 光大保德信安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32 光大保德信事件驱动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33 光大保德信永利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34 光大保德信安诚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35 光大保德信多策略智选18个月定期开放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36

光大保德信尊盈半年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

证券投资基金

37 光大保德信中高等级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38 光大保德信先进服务业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39 光大保德信尊富18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40 光大保德信多策略优选一年定期开放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41 光大保德信创业板量化优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42 光大保德信多策略精选18个月定期开放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43 光大保德信超短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44 光大保德信晟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45 光大保德信安泽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46 光大保德信尊丰纯债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47 光大保德信景气先锋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48 光大保德信尊泰三年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49 光大保德信研究精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50 光大保德信消费主题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51 光大保德信裕鑫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52 光大保德信瑞和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53 光大保德信尊裕纯债一年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54 光大保德信尊合87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55 光大保德信中债1-5年政策性金融债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56 光大保德信安瑞一年持有期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57 光大保德信智能汽车主题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58 光大保德信锦弘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59 光大保德信新机遇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60 光大保德信安阳一年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61 光大保德信品质生活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光大保德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旗下上述基金的季度报告全文于2021年10月27日在本公司网站

[http://www.epf.com.cn]和中国证监会基金电子披露网站（http://eid.csrc.gov.cn/fund）披露，供

投资者查阅。 如有疑问可拨打本公司客服电话（4008-202-888）咨询。

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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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

不保证最低收益。 请充分了解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审慎做出投资决定。

特此公告。

光大保德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1年10月27日

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旗下部分基金

2021

年第三季度报告提

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董事保证基金季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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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旗下披露

2021

年第三季度报告的基金如下：

序号 报告名称

1 《长城久恒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2021年第3季度报告》

2 《长城久泰沪深300指数证券投资基金2021年第3季度报告》

3 《长城货币市场证券投资基金2021年第3季度报告》

4 《长城消费增值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2021年第3季度报告》

5 《长城安心回报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2021年第3季度报告》

6 《长城久富核心成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LOF)�2021年第3季度报告》

7 《长城品牌优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2021年第3季度报告》

8 《长城稳健增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2021年第3季度报告》

9 《长城双动力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2021年第3季度报告》

10 《长城中小盘成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2021年第3季度报告》

11 《长城积极增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2021年第3季度报告》

12 《长城优化升级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2021年第3季度报告》

13 《长城稳健成长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2021年第3季度报告》

14 《长城核心优选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2021年第3季度报告》

15 《长城增强收益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2021年第3季度报告》

16 《长城医疗保健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2021年第3季度报告》

17 《长城工资宝货币市场基金2021年第3季度报告》

18 《长城久鑫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2021年第3季度报告》

19 《长城稳固收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2021年第3季度报告》

20 《长城新兴产业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2021年第3季度报告》

21 《长城环保主题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2021年第3季度报告》

22 《长城改革红利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2021年第3季度报告》

23 《长城久惠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2021年第3季度报告》

24 《长城久祥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2021年第3季度报告》

25 《长城行业轮动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2021年第3季度报告》

26 《长城新优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2021年第3季度报告》

27 《长城久润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2021年第3季度报告》

28 《长城久益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2021年第3季度报告》

29 《长城久源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2021年第3季度报告》

30 《长城久鼎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2021年第3季度报告》

31 《长城久稳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2021年第3季度报告》

32 《长城中国智造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2021年第3季度报告》

33 《长城转型成长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2021年第3季度报告》

34 《长城创业板指数增强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2021年第3季度报告》

35 《长城久嘉创新成长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2021年第3季度报告》

36 《长城收益宝货币市场基金2021年第3季度报告》

37 《长城智能产业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2021年第3季度报告》

38 《长城久荣纯债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2021年第3季度报告》

39 《长城中证500指数增强型证券投资基金2021年第3季度报告》

40 《长城久悦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2021年第3季度报告》

41 《长城核心优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2021年第3季度报告》

42 《长城量化精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2021年第3季度报告》

43 《长城港股通价值精选多策略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2021年第3季度报告》

44 《长城研究精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2021年第3季度报告》

45 《长城短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2021年第3季度报告》

46 《长城久瑞三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2021年第3季度报告》

47 《长城嘉裕六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2021年第3季度报告》

48 《长城嘉鑫两年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2021年第3季度报告》

49 《长城量化小盘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2021年第3季度报告》

50 《长城泰利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2021年第3季度报告》

51 《长城价值优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2021年第3季度报告》

52 《长城恒康稳健养老目标一年持有期混合型发起式基金中基金（FOF）2021年第3季度报告》

53 《长城创新驱动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2021年第3季度报告》

54 《长城中债1-3年政策性金融债指数证券投资基金2021年第3季度报告》

55 《长城健康生活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2021年第3季度报告》

56 《长城成长先锋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2021年第3季度报告》

57 《长城恒泰养老目标日期2040三年持有期混合型发起式基金中基金（FOF）2021年第3季度报告》

58 《长城优选增强六个月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2021年第3季度报告》

59 《长城中债3-5年国开行债券指数证券投资基金2021年第3季度报告》

60 《长城均衡优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2021年第3季度报告》

61 《长城品质成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2021年第3季度报告》

62 《长城优选回报六个月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2021年第3季度报告》

63 《长城稳利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2021年第3季度报告》

64 《长城价值成长六个月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2021年第3季度报告》

65 《长城优选添瑞六个月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2021年第3季度报告》

66 《长城优选稳进六个月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2021年第3季度报告》

67 《长城消费30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2021年第3季度报告》

68 《长城中债5-10年国开行债券指数证券投资基金2021年第3季度报告》

69 《长城医药科技六个月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2021年第3季度报告》

70 《长城悦享回报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2021年第3季度报告》

71 《长城竞争优势六个月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2021年第3季度报告》

72 《长城优选添利一年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2021年第3季度报告》

上述基金

2021

年第

3

季度报告全文于

2021

年

10

月

27

日在本公司网站

[http://www.ccfund.com.cn]

和

中国证监会基金电子披露网站（

http://eid.csrc.gov.cn/fund

）披露，供投资者查阅。 如有疑问可拨打本公

司客服电话（

400-8868-666

）咨询。

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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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

不保证最低收益。 请充分了解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审慎做出投资决定。

特此公告。

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1

年

10

月

27

日

关于长城久泰沪深

300

指数证券投资

基金恢复大额申购、转换转入、定期定

额投资业务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

2021

年

10

月

27

日

1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长城久泰沪深300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长城久泰沪深300指数

基金主代码 200002

基金管理人名称 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长城久

泰沪深300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长城久泰沪

深300指数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

恢复相关业务的起

始日及原因说明

恢复大额申购起始日 2021年10月28日

恢复大额转换转入起始日 2021年10月28日

恢复大额申购（转换转入、定期定额投

资）的原因说明

为满足投资人的投资需求。

下属分级基金的基金简称 长城久泰沪深300指数A 长城久泰沪深300指数C

下属分级基金的交易代码 200002 006912

该分级基金是否恢复大额申购、转换转入、定期定额投资 是 是

注：本基金恢复大额定期定额投资起始日为

2021

年

10

月

28

日。

2

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1)

本公司于

2021

年

10

月

26

日公告，自

2021

年

10

月

26

日起暂停本基金

500

万元（不含

500

万元）以上大

额申购、转换转入和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现为满足投资人的投资需求，根据法律法规及基金合同的相关

规定，自

2021

年

10

月

28

日起恢复上述业务。

(2)

投资者可通过以下方式咨询详情：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客户服务热线

400-8868-666

，网站

www.ccfund.com.cn

。

特此公告

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1

年

10

月

27

日

长江证券（上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旗下部分基金

2021

年第三季度报告提示性公告

长江证券（上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董事会及董事保证旗下基金2021年第三季度报告所载资料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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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江证券（上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旗下长江收益增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

金、长江乐享货币市场基金、长江乐丰纯债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长江乐盈定期开放债

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长江乐越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长江乐鑫纯债定期开放债

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长江可转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长江量化匠心甄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长江安盈中短债六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长江添利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长江安享纯债

18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长江均衡成长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长江量化消费精选

股票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长江新能源产业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长江沪深300指数增强型发

起式证券投资基金、长江量化科技精选一个月滚动持有股票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的2021年第三季度

报告全文于2021年10月27日在本公司网站（https://www.cjzcgl.com）和中国证监会基金电子披露

网站 （http://eid.csrc.gov.cn/fund） 披露， 供投资者查阅。 如有疑问可拨打本公司客服电话

（4001-166-866）咨询。

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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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

不保证最低收益。 请充分了解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审慎做出投资决定。

特此公告。

长江证券（上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二一年十月二十七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