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南方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旗下全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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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南方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旗下:
南方稳健成长证券投资基金

南方宝元债券型基金

南方现金增利基金

中证南方小康产业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南方积极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南方高增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南方多利增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南方稳健成长贰号证券投资基金

南方绩优成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南方成份精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南方全球精选配置证券投资基金

南方隆元产业主题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南方盛元红利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南方优选价值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南方中证 100 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南方沪深 300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

南方中证 500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LOF)
深证成份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南方深证成份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

南方策略优化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中证南方小康产业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

南方广利回报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南方金砖四国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南方优选成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南方中债 10 年期国债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南方平衡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上证 380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南方上证 380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

南方香港优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南方新兴消费增长分级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南方金利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南方润元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南方理财 60 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南方核心竞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南方收益宝货币市场基金

中证 500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南方沪深 300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南方永利 1 年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LOF）
南方稳利 1 年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南方丰元信用增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南方聚利 1 年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LOF）
南方现金通货币市场基金

南方医药保健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南方新优享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南方通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中国梦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南方薪金宝货币市场基金

南方天元新产业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南方高端装备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南方启元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中证 500 医药卫生指数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南方绝对收益策略定期开放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南方理财金交易型货币市场基金

南方恒生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南方产业活力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南方双元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南方创新经济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中证 500 工业指数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中证 500 原材料指数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南方利淘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南方大数据 100 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南方改革机遇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南方利鑫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南方利众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南方潜力新蓝筹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南方中证国有企业改革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

南方中证高铁产业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

南方大数据 300 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南方量化成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中证 500 信息技术指数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南方中证互联网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

南方利达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南方国策动力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南方香港成长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南方中小盘成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南方利安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南方荣光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南方顺康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南方弘利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南方沪港深价值主题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南方瑞利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南方益和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南方君选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南方日添益货币市场基金

南方亚洲美元收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南方转型驱动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南方安享绝对收益策略定期开放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南方新兴龙头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南方卓享绝对收益策略定期开放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南方创业板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南方创业板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

南方原油证券投资基金

南方甑智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南方品质优选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南方荣欢定期开放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南方荣冠定期开放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南方中证 500 信息技术指数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发起式联接基金

南方转型增长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南方安泰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南方颐元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南方中证 1000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南方多元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南方天天利货币市场基金

南方荣发定期开放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南方卓元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南方安裕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南方中证 500 量化增强股票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南方荣安定期开放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南方宣利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南方安颐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南方宏元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南方现代教育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南方军工改革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南方中证全指证券公司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

南方中证全指证券公司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南方智慧精选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南方和元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南方荣尊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南方纯元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南方安康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南方高元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南方中证银行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南方中证银行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发起式联接基金

南方荣年定期开放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南方安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南方恒生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

南方中证申万有色金属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南方金融主题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南方智造未来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南方祥元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南方天天宝货币市场基金

南方中证全指房地产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发起式联接基金

南方量化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南方中证全指房地产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南方中证申万有色金属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发起式联接基金

南方兴利半年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南方兴盛先锋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南方全天候策略混合型基金中基金(FOF)
南方道琼斯美国精选 REIT 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南方安福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南方互联网+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南方优享分红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南方卓利 3 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南方融尚再融资主题精选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南方安养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南方恒生中国企业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南方恒生中国企业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

南方浙利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南方乾利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南方希元可转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MSCI 中国 A 股国际通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南方涪利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南方成安优选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南方瑞祥一年定期开放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南方君信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MSCI 中国 A 股国际通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发起式联接基金

南方 3 年封闭运作战略配售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LOF)
南方共享经济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南方瑞合三年定期开放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LOF)
南方泽元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南方赢元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南方人工智能主题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南方养老目标日期 2035 三年持有期混合型基金中基金 (FOF)
南方中债 1-3 年国开行债券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南方吉元短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南方中债 3-5 年农发行债券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南方交元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南方畅利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南方昌元可转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南方国利 6 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南方合顺多资产配置混合型基金中基金(FOF)
南方华元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南方臻元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南方亨元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南方智诚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南方中债 7-10 年国开行债券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南方鑫利 3 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南方惠利 6 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南方科技创新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南方富元稳健养老目标一年持有期混合型基金中基金 （FOF）
南方恒庆一年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南方致远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南方顶峰 TOPIX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QDII)
南方初元中短债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南方信息创新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南方旭元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南方泰元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南方恒新 39 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南方全球精选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QDII)
南方贺元利率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南方聪元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南方智锐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南方梦元短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南方定元中短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南方皓元短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南方粤港澳大湾区创新 100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南方养老目标日期 2030 三年持有期混合型发起式基金中基金(FOF)
南方 ESG 主题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南方远利 3 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南方宝泰一年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南方创利 3 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南方宁利一年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南方标普中国 A 股大盘红利低波 50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南方标普中国 A 股大盘红利低波 50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

南方内需增长两年持有期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南方尊利一年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南方鼎利一年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南方骏元中短期利率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南方中债 0-5 年中高等级江苏省城投类债券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南方宝丰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南方乐元中短期利率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南方集利 18 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南方粤港澳大湾区创新 100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发起式联接基金

南方得利一年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南方瑞盛三年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南方中债 1-5 年国开行债券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南方上证 50 指数增强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南方沪深 300 指数增强型证券投资基金

南方誉慧一年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南方昭元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南方升元中短期利率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的季度报告全文于 2020 年 7 月 21 日在本公司网站（www.nffun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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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0-889-889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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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方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 7 月 21 日

浦银安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旗下基金 2020 年第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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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浦银安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旗下：
1、 浦银安盛价值成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2、 浦银安盛优化收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3、 浦银安盛精致生活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4、 浦银安盛红利精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5、 浦银安盛沪深 300 指数增强型证券投资基金
6、 浦银安盛货币市场证券投资基金
7、 浦银安盛稳健增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8、 浦银安盛中证锐联基本面 400 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9、 浦银安盛幸福回报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10、 浦银安盛战略新兴产业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1、 浦银安盛 6 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12、 浦银安盛季季添利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13、 浦银安盛消费升级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4、 浦银安盛日日盈货币市场基金
15、 浦银安盛新经济结构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6、 浦银安盛盛世精选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7、 浦银安盛月月盈定期支付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18、 浦银安盛增长动力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9、 浦银安盛医疗健康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20、 浦银安盛睿智精选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21、 浦银安盛幸福聚利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22、 浦银安盛盛鑫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23、 浦银安盛盛元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24、 浦银安盛幸福聚益 18 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25、 浦银安盛日日丰货币市场基金
26、 浦银安盛盛泰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27、 浦银安盛日日鑫货币市场基金
28、 浦银安盛盛达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29、 浦银安盛经济带崛起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30、 浦银安盛安和回报定期开放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31、 浦银安盛盛跃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32、 浦银安盛盛勤 3 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33、 浦银安盛中证锐联沪港深基本面 100 指数证券投资基金(LOF)

34、 浦银安盛盛通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35、 浦银安盛港股通量化优选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36、 浦银安盛安久回报定期开放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37、 浦银安盛安恒回报定期开放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38、 浦银安盛量化多策略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39、 浦银安盛盛泽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40、 浦银安盛中短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41、 浦银安盛普益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42、 浦银安盛盛融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43、 浦银安盛普瑞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44、 浦银安盛全球智能科技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QDII）
45、 浦银安盛中证高股息精选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46、 浦银安盛双债增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47、 浦银安盛环保新能源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48、 浦银安盛上海清算所高等级优选短期融资券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49、 浦银安盛盛煊 3 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50、 浦银安盛盛诺 3 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51、 浦银安盛普丰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52、 浦银安盛颐和稳健养老目标一年持有期混合型基金中基金（FOF）
53、 浦银安盛先进制造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54、 浦银安盛盛智一年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55、 浦银安盛盛晖一年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56、 浦银安盛盛熙一年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57、 浦银安盛中证高股息精选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
58、 浦银安盛 MSCI 中国 A 股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上述基金的 2020 年第 2 季度报告全文于 2020 年 7 月 21 日在本公司网站

[www.py-ax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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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0-8828-999 或
021-3307999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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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浦银安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0 年 7 月 21 日

天治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旗下基金 2020 年第 2 季度报告提示性公告

天治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本公司 ”） 董事会及董事保证旗下基金
2020 年第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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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本公司旗下 14 只基金的 2020 年第 2 季度报告全文于 2020 年 7 月 21 日在本
公司网站（http://www.chinanatur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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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具体基金明细如下：

1、天治财富增长证券投资基金
2、天治低碳经济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3、天治核心成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LOF）
4、天治天得利货币市场基金
5、天治中国制造 2025 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6、天治稳健双盈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7、天治趋势精选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8、天治新消费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9、天治研究驱动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0、天治可转债增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11、天治鑫利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12、天治转型升级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3、天治量化核心精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4、天治稳健双鑫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如有疑问可拨打本公司客服电话（400-098-4800、021-603748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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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治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0 年 7 月 21 日

国寿安保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旗下基金 2020 年第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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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寿安保中证养老产业指数增强型证券投资基金 168001

11 国寿安保智慧生活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001672

12 国寿安保增金宝货币市场基金 001826

13 国寿安保鑫钱包货币市场基金 001931

14 国寿安保成长优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001521

15 国寿安保稳惠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02148

16 国寿安保核心产业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02376

17 国寿安保灵活优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01932

18 国寿安保尊利增强回报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002720

19 国寿安保强国智造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03131

20 国寿安保安康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003285

21 国寿安保安享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003514

22 国寿安保添利货币市场基金 003422

23 国寿安保稳诚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04225

24 国寿安保稳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04258

25 国寿安保稳荣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04279

26 国寿安保稳信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04301

27 国寿安保尊裕优化回报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004318

28 国寿安保安瑞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004629

29 国寿安保稳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04405

30 国寿安保稳泰一年定期开开放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04772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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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 国寿安保策略精选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LOF） 168002

33 国寿安保健康科学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05043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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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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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 国寿安保沪深 300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510380

37 国寿安保稳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04756

38 国寿安保华兴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05683

39 国寿安保稳瑞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04760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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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 国寿安保消费新蓝海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05175

42 国寿安保安丰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006599

43 国寿安保尊荣中短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006773

44 国寿安保泰和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006919

45 国寿安保中债 1-3 年国开行债券指数型证券投资基金 007010

46 国寿安保泰荣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007215

47 国寿安保消费新蓝筹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05175

48 国寿安保泰恒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006980

49 国寿安保泰弘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007419

50 国寿安保尊耀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007837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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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 国寿安保研究精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08082

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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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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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9804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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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 国寿安保尊盛双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008740

57 国寿安保科技创新 3 年封闭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501097

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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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9 国寿安保尊诚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008873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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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年第二季度的季度报告全文于 2020 年 7 月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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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年 7 月 21 日

中信保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旗下全部基金 2020 年第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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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中信保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旗下：
信诚四季红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中信保诚精萃成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中信保诚盛世蓝筹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信诚三得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信诚优胜精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信诚中小盘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信诚深度价值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LOF）
信诚增强收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LOF)
信诚金砖四国积极配置证券投资基金（LOF）
信诚中证 500 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
信诚货币市场证券投资基金
信诚新机遇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LOF）
信诚全球商品主题证券投资基金（LOF）
信诚沪深 300 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
信诚双盈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LOF）
信诚周期轮动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LOF）
中信保诚景华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信诚至远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信诚优质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信诚新双盈分级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信诚新兴产业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信诚中证 800 医药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
信诚中证 800 有色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
信诚年年有余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信诚中证 800 金融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
信诚幸福消费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信诚薪金宝货币市场基金
信诚中证 TMT 产业主题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
信诚新选回报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信诚新锐回报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信诚新旺回报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LOF)
信诚中证信息安全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
信诚中证智能家居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
信诚中证基建工程指数型证券投资基金(LOF)
信诚鼎利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LOF）
中信保诚稳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信诚惠盈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信诚稳健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信诚至利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中信保诚惠泽 18� 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信诚稳瑞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中信保诚稳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信诚至裕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信诚至瑞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信诚至选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信诚景瑞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信诚新悦回报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中信保诚稳丰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信诚永益一年定期开放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信诚稳悦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信诚稳泰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信诚稳鑫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信诚至诚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信诚理财 28 日盈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中信保诚至泰中短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信诚多策略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LOF）
信诚新泽回报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信诚量化阿尔法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信诚智惠金货币市场基金
中信保诚嘉鑫 3 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中信保诚稳鸿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中信保诚至兴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中信保诚稳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中信保诚新蓝筹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中信保诚景泰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中信保诚景丰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中信保诚创新成长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中信保诚嘉裕五年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中信保诚红利精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中信保诚嘉丰一年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共 70 只基金的 2020 年第二季度报告全文于 2020 年 7 月 21 日在本公司网站

（https://www.citicprufunds.com.cn）和中国证监会基金电子披露网站（ HYPERLINK�
“http://eid.csrc.gov.cn/fu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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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0-666-006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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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信保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0 年 7 月 21 日

制作 张玉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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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浦银安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与蚂蚁（杭州）基金销售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蚂蚁基金”）、上海长量基金销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量基
金”）、浙江同花顺基金销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同花顺基金”）、上海天天基金销
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天基金”）、北京展恒基金销售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展恒基金”）、和讯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和讯信息科技”）、北京恒天明泽
基金销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京恒天明泽”）、一路财富（北京）基金销售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一路财富（北京）”）、上海利得基金销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利
得基金”）、诺亚正行基金销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诺亚正行”）、上海陆金所基金
销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陆金所基金”）、上海汇付基金销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上海汇付”）、珠海盈米基金销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盈米基金”）、奕丰基金销售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奕丰金融”）、上海联泰基金销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联
泰”）、深圳市新兰德证券投资咨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兰德”）、北京创金启富
基金销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创金启富”）、乾道盈泰基金销售（北京）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乾道盈泰”）、中证金牛（北京）投资咨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证金
牛”）、北京晟视天下基金销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晟视天下”）、北京汇成基金销
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汇成基金”）、北京肯特瑞基金销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肯
特瑞”）、万家财富基金销售（天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万家财富”）、上海基煜基
金销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基煜基金”）、上海万得基金销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万得基金”）、南京苏宁基金销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苏宁基金”）、通华财富（上
海）基金销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通华财富”）、北京蛋卷基金销售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蛋卷基金”）、嘉实财富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嘉实财富”）协商一致，本公
司旗下浦银安盛 MSCI 中国 A 股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基金
代码：A 类 009374、C 类 009375，以下简称“本基金”）从 2020 年 7 月 22 日起在上述
代销机构新增代销并参加上其费率优惠活动。 具体公告如下：

一、认、申购费率优惠
1、优惠活动开展时间
本次优惠活动自 2020 年 7 月 22 日起。
2、优惠活动方案
投资者通过蚂蚁基金、长量基金、同花顺基金、天天基金、展恒基金、和讯信息

科技、北京恒天明泽、一路财富（北京）、利得基金、诺亚正行、盈米基金、奕丰金融、
上海联泰、新兰德、创金启富、乾道盈泰、中证金牛、晟视天下、汇成基金、肯特瑞、
万家财富、基煜基金、万得基金、苏宁基金、通华财富、蛋卷基金、嘉实财富认、申购
本基金，具体折扣费率以各自代销机构官方网站页面公示为准；原费率为固定费用
的不再优惠。

投资者通过上海汇付认、申购本基金，认、申购费率最低 4 折起；投资者通过陆
金所基金认、申购本基金，认、申购费费率最低 1 折起；原费率为固定费用的不再优
惠。

3、重要提示
（1）本基金原费率请详见《基金合同》和《招募说明书》等相关法律文件及本公

司发布的最新业务公告。
（2）本优惠活动仅适用于处于正常认、申购期且为前端收费模式的基金，不包

括后端收费模式的基金，也不包括基金转换、赎回业务等其他业务的基金手续费。
（3）本次优惠活动的解释权归上述代销机构，优惠活动期间，业务办理的相关

规则及流程以上述代销机构的安排和规定为准。
二、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

机构名称 网址 客服热线

蚂蚁 （杭州 ）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www.fund123.cn 4000-766-123

上海长量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www.erichfund.com 400-820-2899

浙江同花顺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www.5ifund.com 4008-773-772

上海天天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www.1234567.com.cn 95021

北京展恒基金销售股份有限公司 www.myfund.com 400-818-8000

和讯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www.licaike.com 400-920-0022

北京恒天明泽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www.chtwm.com 400-8980-618

一路财富 （北京 ）基金销售股份有限公司 www.yilucaifu.com 400-001-1566

上海利得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www.leadfund.com.cn 95733

诺亚正行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www.noah-fund.com 400-821-5399

上海陆金所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www.lufunds.com 400-821-9031

上海汇付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www.hotjijin.com 021-34013999

珠海盈米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www.yingmi.cn 020-89629066

奕丰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www.ifastps.com.cn 400-684-0500

上海联泰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www.66zichan.com 400-166-6788

深圳市新兰德证券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8.jrj.com.cn 400-116-1188

北京创金启富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www.5irich.com 400-6262-1818、010-
66154828

乾道盈泰基金销售 （北京 ）有限公司 www.qiandaojr.com 400-088-8080

中证金牛 （北京 ）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www.jnlc.com 400-890-9998

北京晟视天下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www.shengshiview.com.cn 400-818-8866

北京汇成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www.hcjijin.com 400-619-9059

北京肯特瑞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kenterui.jd.com 400-098-8511

万家财富基金销售 （天津 ）有限公司 www.wanjiawealth.com 010-59013842

上海基煜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www.jiyufund.com.cn 400-820-5369

上海万得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www.520fund.com.cn 400-799-1888

南京苏宁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www.snjijin.com 95177

通华财富 （上海 ）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www.tonghuafund.com 95193

北京蛋卷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www.danjuanapp.com 400-159-9288

嘉实财富管理有限公司 www.harvestwm.cn 400-021-8850

风险提示：
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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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请投资者于投资前认真阅读本基金的《基金合同》
和《招募说明书》等法律文件，敬请投资者注意风险，并选择适合自身风险承受能力
的投资品种进行投资。

特此公告。
浦银安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0 年 7 月 21 日

浦银安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浦银安盛 MSCI 中国 A 股交易型

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在部分代销机构
新增代销并参加其费率优惠活动的公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