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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信富民纯债一年定期开放债券型
证券投资基金更新的招募说明书摘要

2020 年第【1】号

基金管理人：长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基金托管人：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长信富民纯债一年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本基

金”） 于 2015 年 5 月 28 日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5】

1034 号文注册募集。基金合同于 2015 年 9 月 2 日正式生效。2017 年 8 月

16 日，本基金在原基金份额基础之上对基金份额进行分类，原有基金份

额归为 C 类份额，同时增设 A 类份额。

重要提示

基金管理人保证本招募说明书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本招募说明

书经中国证监会注册，但中国证监会对本基金募集的注册，并不表明其

对本基金的价值和收益作出实质性判断或保证，也不表明投资于本基金

没有风险。

本基金投资于证券市场，基金净值会因为证券市场波动等因素产生

波动，投资者根据所持有的基金份额享受基金收益，同时承担相应的投

资风险。 投资本基金可能遇到的风险包括：因整体政治、经济、社会等环

境因素对证券市场价格产生影响而形成的系统性风险，个别证券特有的

非系统性风险，利率风险，本基金持有的信用类固定收益品种违约带来

的信用风险，债券投资出现亏损的风险；基金运作风险，包括由于基金投

资人连续大量赎回基金产生的流动性风险，基金管理人在基金管理实施

过程中产生的基金管理风险等。

本基金为债券型基金，属于证券投资基金中的较低风险品种，其预

期风险与收益高于货币市场基金，低于混合型基金和股票型基金。 本基

金的投资范围为具有良好流动性的金融工具，包括国债、央行票据、金融

债、地方政府债、企业债、公司债、中期票据、短期融资券、超级短期融资

券、资产支持证券、次级债券、可分离交易可转债的纯债部分、债券回购、

银行存款（包括协议存款、定期存款及其他银行存款）、货币市场工具及

法律法规或中国证监会允许基金投资的其他金融工具，但须符合中国证

监会相关规定。本基金不参与权证、股票等权益类资产投资，可转债仅投

资二级市场可分离交易可转债的纯债部分。 如法律法规或监管机构以后

允许基金投资其他品种，基金管理人履行适当程序后，可以将其纳入投

资范围，其投资比例遵循届时有效法律法规或相关规定。

投资人应当认真阅读《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基金产品资料概

要等基金法律文件，了解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并根据自身的投资目的、

投资期限、投资经验、资产状况等判断基金是否和投资人的风险承受能

力相适应。

基金的过往业绩并不预示其未来表现。

基金管理人依照恪尽职守、诚实信用、谨慎勤勉的原则管理和运用

基金财产，但不保证本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本更新的招募说明书所载的内容截止日为 2019 年 12 月 31 日，有关

财务数据和净值表现截至 2019 年 9 月 30 日（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本基

金托管人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已经复核了本次更新的招募说明

书。

一、基金管理人

（一）基金管理人概况

基金管理人概况

名称 长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银城中路 68 号 9 楼

办公地址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银城中路 68 号 9 楼

邮政编码 200120

批准设立机关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批准设立文号 中国证监会证监基金字[2003]63 号

注册资本 壹亿陆仟伍佰万元人民币

设立日期 2003 年 5 月 9 日

组织形式 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 成善栋

电话 021-61009999

传真 021-61009800

联系人 魏明东

存续期间 持续经营

经营范围 基金管理业务、发起设立基金、中国证监会批准的其他业务。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
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股权结构

股东名称 出资额 出资比例

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7350 万元 44.55%

上海海欣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5149.5 万元 31.21%

武汉钢铁有限公司 2500.5 万元 15.15%

上海彤胜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751 万元 4.55%

上海彤骏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749 万元 4.54%

总计 16500 万元 100%

（二）主要人员情况

1、基金管理人的董事会成员情况

董事会成员

姓名 职务 性别 简历

成善栋 董事长 男

中共党员，硕士，IMBA，曾任职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
行静安区办事处办公室科员， 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
行 、工商银行上海市分行办公室科员 、科长 ，上海巴黎
国际银行信贷部总经理， 工商银行上海市分行办公室
副主任、管理信息部总经理、办公室主任、党委委员、副
行长，并历任上海市金融学会副秘书长 ,上海城市金融
学会副会长、秘书长。

刘元瑞 非独立董事 男

中共党员，硕士，现任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总裁。 历
任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钢铁行业研究分析师、 研究
部副主管，长江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总裁助理，长江
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研究部副总经理、研究所总经理、副
总裁。

陈谋亮 非独立董事 男

中共党员，法学硕士，工商管理博士，高级经济师，高级
商务谈判师。 现任上海市湖北商会常务副会长，曾任湖
北省委组织部 “第三梯队干部班 ”干部 ，中国第二汽车
制造厂干部 ，湖北经济学院讲师 、特聘教授 ，扬子石化
化工厂保密办主任、集团总裁办、股改办、宣传部、企管
处管理干部、集团法律顾问，中石化/扬子石化与德国巴
斯夫合资特大型一体化石化项目中方谈判代表， 交大
南洋部门经理兼董事会证券事务代表， 海欣集团董事
会秘书处主任、战略投资部总监、总裁助理、副总裁、总
裁。

谢 辉 非独立董事 男

中共党员，硕士。 现任武汉钢铁有限公司经营财务部部
长。 曾任武汉钢铁(集团)公司计划财务部会计处副主任
科员 、主任科员 、处长 ，武汉钢铁 (集团 )公司企业管理
部、运营改善部绩效考核处处长 ，武汉钢铁 (集团 )公司
运营改善部绩效考核高级经理， 武汉钢铁股份有限公
司经营财务部副总经理， 武汉钢铁有限公司经营财务
部副部长。

覃波 非独立董事 男

中共党员，硕士，上海国家会计学院 EMBA 毕业，具有
基金从业资格。 现任长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总经
理、投资决策委员会主任委员。 曾任职于长江证券有
限责任公司。 2002 年加入长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
司，历任市场开发部区域经理、营销策划部副总监、市
场开发部总监、专户理财部总监、总经理助理、副总经
理。

徐志刚 独立董事 男

中共党员，经济学博士，曾任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徐汇
区办事处办公室副主任、信贷科副科长、党委副书记，
中国工商银行上海市分行办公室副主任、主任、金融调
研室主任、浦东分行副行长，上海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董事、副总裁，上海实业金融控股有限公司董事、总裁，
上海实业财务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德勤企业咨询
（上海）有限公司华东区财务咨询主管合伙人、全球金
融服务行业合伙人。

刘斐 独立董事 女

中共党员，工商管理硕士。 现任国和创新教育基金（筹）
合伙人。 曾任上海国和现代服务业股权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董事总经理、创始合伙人，上海国际集团旗下私募
股权投资基金管理公司， 浦银安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总经理、董事（浦银安盛创始人），上海东新国际投资管
理有限公司总经理、董事（浦发银行与新鸿基合资养老
金投资管理公司），浦发银行办公室负责人。

马晨光 独立董事 女

致公党党员，法律硕士。 现任上海市协力律师事务所
律师，管理合伙人，上海市浦东新区人大代表，中国致
公党上海市浦东新区副主委，上海市法学会金融法研
究会理事，上海国际仲裁中心仲裁员，上海仲裁委员会
仲裁员，复旦大学研究生校外导师，华东政法大学校外
兼职导师，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兼职教授，上海市浦东新
区法律服务业协会副会长。

注：上述人员之间均不存在近亲属关系

2、监事会成员

监事会成员

姓名 职务 性别 简历

余汉生 监事会主席 男

中共党员，本科学历，正高职高级会计师。 现任中国宝武
钢铁集团有限公司监事、 宝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监事、
武汉钢铁有限公司监事。 曾任武汉钢铁(集团)公司财务
部机关费用科一科副科长 、会计处主任科员 ，武汉钢铁
(集团)公司公会财务部部长，武汉钢铁 （集团 ）公司实业
公司审计处处长、财务处处长，武汉钢铁(集团)公司计划
财务部会计处处长 ， 武汉钢铁股份公司计划财务部部
长， 武汉钢铁股份公司副总会计师兼计划财务部部长，
武汉钢铁股份公司总会计师。

陈水元 监事 男

硕士研究生，会计师、经济师。 现任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财务负责人， 兼任武汉股权托管交易中心监事长；曾
任湖北证券有限公司营业部财务主管、经纪事业部财务
经理， 长江证券有限责任公司经纪事业部总经理助理、
经纪业务总部总经理助理 、营业部总经理 ，长江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营业部总经理、总裁特别助理、执行副总裁、
财务负责人、合规负责人、首席风险官。

杨爱民 监事 男

中共党员，在职研究生学历，会计师。 现任上海海欣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财务总监。 曾任甘肃铝厂财务科副科长、
科长，甘肃省铝业公司财务处副处长、处长，上海海欣集
团审计室主任、财务副总监。

李毅 监事 女
中共党员，硕士。 现任长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总经
理助理。 曾任长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综合行政部副
总监、零售服务部总监。

孙红辉 监事 男

中共党员，硕士。 现任长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总经
理助理、运营总监兼基金事务部总监。 曾任职于上海机
械研究所、上海家宝燃气具公司和长江证券有限责任公
司。

魏明东 监事 男
中共党员，硕士。 现任长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综合
行政部总监兼人力资源总监。 曾任职于上海市徐汇区政
府、华夏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和国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注：上述人员之间均不存在近亲属关系

3、经理层成员

经理层成员

姓名 职务 性别 简历

覃波 总经理 男 简历同上。

周永刚 督察长 男

经济学硕士，EMBA。 现任长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
司督察长。 曾任湖北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武汉自治街营
业部总经理，长江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北方总部总经理
兼北京展览路证券营业部总经理，长江证券有限责任
公司经纪业务总部副总经理兼上海代表处主任、上海
汉口路证券营业部总经理。

邵彦明 副总经理 男

硕士，毕业于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具有基金从业资格。
现任长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兼北京分
公司总经理。 曾任职于北京市审计局、上海申银证券
公司、大鹏证券公司 、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 2001
年作为筹备组成员加入长信基金，历任公司北京代表
处首席代表、公司总经理助理。

程燕春 副总经理 男

华中科技大学技术经济学士， 具有基金从业资格，现
任长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曾任中国建
设银行江西省分行南昌城东支行副行长，中国建设银
行纪检监察部案件检查处监察员，中国建设银行基金
托管部市场处、信息披露负责人 ，融通基金管理有限
公司筹备组成员、 总经理助理兼北京分公司总经理、
上海分公司总经理、执行监事 ，金元惠理基金管理有
限公司首席市场官，历任长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总经理销售助理、总经理助理。

安昀 副总经理 男

经济学硕士，复旦大学数量经济学研究生毕业 ，具有
基金从业资格。 曾任职于申银万国证券研究所，担任
策略研究工作，2008 年 11 月加入长信基金管理有限
责任公司，历任策略研究员、基金经理助理、研究发展
部副总监、研究发展部总监和基金经理。 2015 年 5 月
6 日至 2016 年 9 月 6 日在敦和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股
票投资部担任基金经理。 2016 年 9 月 8 日重新加入
长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曾任总经理助理 、长信
双利优选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的基金经理。
现任公司副总经理、投资决策委员会执行委员和国际
业务部总监、 长信内需成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长
信双利优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长信先机两年定期
开放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的基金经理。

注：上述人员之间均不存在近亲属关系

4、基金经理

本基金基金经理情况

姓名 职务 任职时间 简历

冯彬
固收多策略
部总监、基
金经理

自 2019 年 10 月
22 日起至今

厦门大学金融工程学硕士，具有基金从业资格。曾任职
于平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富
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恒丰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创金合
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2019 年 7 月加入长信基金管理
有限责任公司，现任固收多策略部总监、长信金葵纯债
一年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长信利保债券型
证券投资基金、 长信稳裕三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
式证券投资基金、 长信富安纯债半年定期开放债券型
证券投资基金和长信富民纯债一年定期开放债券型证
券投资基金的基金经理。

张文琍 基金经理

自 2016 年 12 月
13 日起至至

2019 年 10 月 22
日

曾任本基金的基金经理

姜锡峰 基金经理
自 2017 年 6 月
9 日起至 2019
年 10 月 22 日

曾任本基金的基金经理

吴哲 基金经理
自合同生效之日
起至 2017 年 1

月 25 日
曾任本基金的基金经理

注：上述人员之间均不存在近亲属关系

5、投资决策委员会成员

投资决策委员会成员

姓名 职务

覃波 总经理、投资决策委员会主任委员

安昀
副总经理、投资决策委员会执行委员和国际业务部总监、长信内需成长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长信双利优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和长信先机两年定期开放灵活配置混
合型证券投资基金的基金经理

杨帆 投资决策委员会执行委员、长信美国标准普尔 100 等权重指数增强型证券投资基金
和长信全球债券证券投资基金的基金经理

李家春

公司总经理助理、投资决策委员会执行委员、长信利丰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长信可
转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长信利广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长信利盈灵活
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长信利富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和长信利尚一年定期开放
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的基金经理

高远 研究发展部总监、长信银利精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和长信金利趋势混合型证券投
资基金的基金经理

易利红 股票交易部总监

张文琍

固定收益部总监、长信纯债壹号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长信利鑫债券型证券投资基
金（LOF)、长信富平纯债一年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长信稳益纯债债券型证
券投资基金、长信富海纯债一年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和长信稳势纯债债券
型证券投资基金的基金经理

陆莹

现金理财部总监、长信利息收益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长信易进混合型证券投资基
金、长信稳健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长信长金通货币市场基金、长信稳通三个月
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长信稳鑫三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
投资基金和长信富瑞两年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的基金经理

叶松
权益投资部总监、长信增利动态策略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长信企业精选两年定期
开放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和长信睿进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的基
金经理

左金保

量化投资部兼量化研究部总监、投资决策委员会执行委员、长信医疗保健行业灵活
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LOF）、长信量化先锋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长信量化中
小盘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长信电子信息行业量化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长信低碳环保行业量化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长信消费精选行业量化股票型证券投
资基金、长信沪深 300 指数增强型证券投资基金、长信量化价值驱动混合型证券投
资基金和长信量化多策略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的基金经理

涂世涛 量化专户投资部副总监兼投资经理

李欣 债券交易部副总监

陈言午 专户投资部副总监兼投资经理

卢靖 战略与产品研发部总监

宋海岸
长信中证 500 指数增强型证券投资基金、长信国防军工量化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
资基金、长信沪深 300 指数增强型证券投资基金和长信医疗保健行业灵活配置混合
型证券投资基金（LOF）的基金经理

冯彬

固收多策略部总监、长信金葵纯债一年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长信利保债
券型证券投资基金、长信稳裕三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长信富
安纯债半年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和长信富民纯债一年定期开放债券型证
券投资基金的基金经理

崔飞燕 固收专户投资部副总监兼投资经理

注：上述人员之间均不存在近亲属关系

二、基金托管人
(一)基金托管人概况
1.基本情况
名称：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民生银行”）

住所：北京市西城区复兴门内大街 2 号
办公地址：北京市西城区复兴门内大街 2 号
法定代表人：洪崎
成立时间：1996 年 2 月 7 日

基金托管业务批准文号：证监基金字［2004］101 号
组织形式：其他股份有限公司（上市）
注册资本：28,365,585,227 元人民币
存续期间：持续经营

电话：010-58560666
联系人：罗菲菲
中国民生银行是我国首家主要由非公有制企业入股的全国性股份

制商业银行，同时又是严格按照《公司法》和《商业银行法》建立的规范的

股份制金融企业。 多种经济成份在中国金融业的涉足和实现规范的现代
企业制度，使中国民生银行有别于国有银行和其他商业银行，而为国内
外经济界、金融界所关注。 中国民生银行成立二十年来，业务不断拓展，
规模不断扩大，效益逐年递增，并保持了快速健康的发展势头。

2000 年 12 月 19 日，中国民生银行 A 股股票（600016）在上海证券交
易所挂牌上市。 2003 年 3 月 18 日， 中国民生银行 40 亿可转换公司债
券在上交所正式挂牌交易。 2004 年 11 月 8 日，中国民生银行通过银行间
债券市场成功发行了 58 亿元人民币次级债券， 成为中国第一家在全国

银行间债券市场成功私募发行次级债券的商业银行。 2005 年 10 月 26
日，民生银行成功完成股权分置改革，成为国内首家完成股权分置改革
的商业银行， 为中国资本市场股权分置改革提供了成功范例。 2009 年

11 月 26 日，中国民生银行在香港交易所挂牌上市。
中国民生银行自上市以来，按照“团结奋进，开拓创新，培育人才；严

格管理，规范行为，敬业守法；讲究质量，提高效益，健康发展”的经营发
展方针，在改革发展与管理等方面进行了有益探索，先后推出了“大集

中”科技平台、“两率”考核机制、“三卡”工程、独立评审制度、八大基础管
理系统、集中处理商业模式及事业部改革等制度创新，实现了低风险、快
增长、高效益的战略目标，树立了充满生机与活力的崭新的商业银行形
象。

民生银行荣获第十三届上市公司董事会“金圆桌”优秀董事会奖；
民生银行在华夏时报社主办的第十一届金蝉奖评选中荣获“2017 年

度小微金融服务银行”；
民生银行荣获《亚洲货币》杂志颁发的“2016 中国地区最佳财富管理

私人银行”奖项；
民生银行荣获新浪财经颁发的“年度最佳电子银行”及“年度直销银

行十强”奖项；
民生银行荣获 VISA� 颁发的“最佳产品设计创新奖”；

民生银行在经济观察报举办的“中国卓越金融奖”评选中荣获“年度
卓越资产管理银行”；

民生银行荣获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授予的“2016 年度银行间本
币市场优秀交易商”、“2016 年度银行间本币市场优秀衍生品交易商”及

“2016 年度银行间本币市场优秀债券交易商”奖项；
民生银行荣获中国银行间交易协商会授予的“2016 年度优秀综合做

市机构”和“2016 年度优秀信用债做市商”奖项；
民生银行荣获英国 WPP（全球最大的传媒集团之一） 颁发的“2017�

年度最具价值中国品牌 100 强”；
民生银行在中国资产证券化论坛年会上被授予“2016 年度特殊贡献

奖”。
2、主要人员情况

张庆先生，中国民生银行资产托管部总经理，博士研究生，具有基金
托管人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从事过金融租赁、证券投资、银行管理等
工作，具有 25 年金融从业经历，不仅有丰富的一线实战经验，还有扎实
的总部管理经历。 历任中国民生银行西安分行副行长，中国民生银行沈

阳分行筹备组组长、行长、党委书记。
3、基金托管业务经营情况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于 2004 年 7 月 9 日获得基金托管资

格，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颁布后首家获批从事基金托

管业务的银行。为了更好地发挥后发优势，大力发展托管业务，中国民生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资产托管部从成立伊始就本着充分保护基金持有人
的利益、为客户提供高品质托管服务的原则，高起点地建立系统、完善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