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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信保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旗下全部
基金 2020 年第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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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信保诚嘉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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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信保诚中债 1-3 年国开行债券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中信保诚中债 1-3 年农发行债券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中信保诚景裕中短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中信保诚安鑫回报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中信保诚成长动力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共 73 只基金的 2020 年第四季度报告全文于 2021 年 1 月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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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年 1 月 22 日

永赢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旗下基金
2020 年第 4 季度报告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董事保证旗下基金 2020 年第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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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永赢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旗下：
永赢货币市场基金
永赢稳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永赢双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永赢丰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永赢添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永赢瑞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永赢天天利货币市场基金
永赢永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永赢丰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永赢增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永赢恒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永赢惠添利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永赢惠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永赢润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永赢荣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永赢泰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永赢盈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永赢嘉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永赢聚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永赢盛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永赢裕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永赢祥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永赢通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永赢诚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永赢伟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永赢昌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永赢宏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永赢合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永赢颐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永赢迅利中高等级短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永赢中债 -1-3 年政策性金融债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永赢消费主题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永赢智能领先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永赢泰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永赢悦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永赢卓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永赢凯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永赢智益纯债三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永赢沪深 300 指数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永赢众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永赢同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永赢昌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永赢惠泽一年定期开放灵活配置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永赢开泰中高等级中短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永赢久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永赢淳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永赢汇利六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永赢高端制造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永赢创业板指数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永赢乾元三年定期开放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永赢科技驱动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永赢元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永赢易弘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永赢股息优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永赢沪深 300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永赢中债 -1-5 年国开行债券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永赢竞争力精选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永赢医药健康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永赢邦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永赢中证 500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永赢瑞宁 87 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永赢成长领航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永赢鼎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永赢港股通品质生活慧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永赢泰宁 63 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永赢稳健增长一年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永赢欣益纯债一年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永赢鑫享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永赢泽利一年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的 2020 年第 4 季度报告全文于 2021 年 1 月

22 日在本公司网站[http://www.maxwealthfun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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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0-805-888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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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永赢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1 年 1 月 2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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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大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重大资产重组进展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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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基本情况
山东大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拟通过支付现金方式购买山东胜通钢帘线有限

公司、山东胜通机械制造有限公司、山东胜通进出口有限公司、东营市汇通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等 4 家公司 100%股权。 本次交易前，公司未持有前述 4 家标的公司的股权；本次交易完成后，
公司将持有前述 4 家标的公司 100%股权。

二、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进展情况
2020 年 12 月 18 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山东大业股

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购买预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0 年 12 月 22 日在

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披露的相关公告。
2020年 12月 31日，上海证券交易所下发《关于对山东大业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预案信息

披露的问询函》（上证公函【2020】2761号）。 公司在收到《问询函》后高度重视，立即组织中介机构等相
关方共同对《问询函》中涉及的问题和要求进行逐项落实，鉴于《问询函》相关事项尚需与相关方进一
步沟通、完善，经向上海证券交易所申请，公司分别于 2021 年 1 月 8 日披露《关于延期回复上海证券
交易所对公司重大资产重组预案信息披露问询函的公告》、2021年 1月 15日披露《关于延期回复上海
证券交易所对公司重大资产重组预案信息披露问询函的公告》、2021年 1月 22日披露《关于延期回复
上海证券交易所对公司重大资产重组预案信息披露问询函的公告》。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相关各方正在稳步推进本次重组的各项工作。 公司将根据本次
重组事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三、相关风险提示
本次重组尚需取得相关备案、批准或核准，公司于 2020 年 12 月 18 日发布的《山东大业股份有限

公司重大资产购买预案》 中已对本次重组涉及的有关风险因素及尚需履行的审批程序进行了详细说
明。 本次交易能否取得相关审批尚存在不确定性，公司郑重提醒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本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
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本公司所有公开披露的信息均以在上述媒体刊登的正
式公告为准。 请广大投资者关注相关公告，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山东大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1 月 2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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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大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延期
回复上海证券交易所对公司重大资产

重组预案信息披露问询函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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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大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0 年 12 月 30 日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

公司监管一部下发的《关于对山东大业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预案信息披露的问询函》（上证公
函【2020】2761号）（以下简称《问询函》），要求公司在收到《问询函》5�个交易日内就涉及事项作出书面
回复，详见公司于 2020年 12月 31日披露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66）。 鉴于《问询函》涉及的内容较
多，工作量较大，公司相继延期至 2021年 1月 14日和 2021年 1月 21日披露对《问询函》的回复，具体
内容详见公司分别于 2021年 1月 8日、2021年 1 月 15 日披露的《关于延期回复上海证券交易所对
公司重大资产重组预案信息披露问询函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01）、《关于延期回复上海证券交易
所对公司重大资产重组预案信息披露问询函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04）。

截至目前，公司正组织中介机构等相关方对《问询函》涉及的个别问题进行最后的落实和
完善，为保证信息披露的真实、准确、完整，经向上海证券交易所申请，公司将延期至 2021 年 1
月 28 日（含）前披露对《问询函》的回复。 延期期间，公司将组织各方加快工作进度，尽快完成
《问询函》的回复工作，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谅解。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和《上海 证券报》、《中国
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公告为准。 敬请
广大投资者关注公司后续相关公告，并注意投资 风险。

特此公告。
山东大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1 月 22 日

华泰柏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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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泰柏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旗下
1 华泰柏瑞盛世中国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2 华泰柏瑞积极成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3 华泰柏瑞价值增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4 上证红利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5 华泰柏瑞金字塔稳本增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6 华泰柏瑞天添宝货币市场基金

7 华泰柏瑞多策略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8 华泰柏瑞新经济沪港深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9 华泰柏瑞鼎利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0 华泰柏瑞享利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1 华泰柏瑞量化创优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2 上证中小盘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13 华泰柏瑞上证中小盘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

14 华泰柏瑞沪深 300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15 华泰柏瑞沪深 300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

16 华泰柏瑞丰盛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17 华泰柏瑞量化驱动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8 华泰柏瑞积极优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19 华泰柏瑞量化对冲稳健收益定期开放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20 华泰柏瑞货币市场证券投资基金

21 华泰柏瑞行业领先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22 华泰柏瑞量化先行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23 华泰柏瑞亚洲领导企业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24 华泰柏瑞信用增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25 华泰柏瑞稳健收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26 华泰柏瑞量化增强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27 华泰柏瑞季季红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28 华泰柏瑞创新升级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29 华泰柏瑞丰汇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30 华泰柏瑞量化优选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31 华泰柏瑞创新动力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32 华泰柏瑞新利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33 华泰柏瑞中证 500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

34 华泰柏瑞中证 500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35 华泰柏瑞消费成长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36 华泰柏瑞量化智慧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37 华泰柏瑞健康生活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38 华泰柏瑞量化绝对收益策略定期开放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39 华泰柏瑞交易型货币市场基金

40 华泰柏瑞激励动力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41 华泰柏瑞精选回报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42 华泰柏瑞生物医药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43 华泰柏瑞富利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44 华泰柏瑞量化阿尔法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45 华泰柏瑞港股通量化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46 华泰柏瑞战略新兴产业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47 华泰柏瑞新金融地产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48 华泰柏瑞 MSCI 中国 A 股国际通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49 华泰柏瑞医疗健康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50 华泰柏瑞 MSCI 中国 A 股国际通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

51 华泰柏瑞中证红利低波动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52 华泰柏瑞量化明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53 华泰柏瑞基本面智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54 华泰柏瑞中证红利低波动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

55 华泰柏瑞锦泰一年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56 华泰柏瑞中证科技 100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57 华泰柏瑞益通三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58 华泰柏瑞研究精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59 华泰柏瑞景气回报一年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60 华泰柏瑞锦兴 39 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61 华泰柏瑞锦瑞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62 华泰柏瑞益商一年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63 华泰柏瑞中证科技 100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

64 华泰柏瑞质量成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65 华泰柏瑞行业精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66 华泰柏瑞鸿利中短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67 华泰柏瑞景气优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68 华泰柏瑞品质优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69 华泰柏瑞景利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70 华泰柏瑞优势领航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71 华泰柏瑞上证科创板 50 成份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72 华泰柏瑞锦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的季度报告全文于 2021 年 1 月 22 日在本公司网站 [http://www.huatai-pb.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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0-888-000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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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泰柏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1 年 1 月 22 日

上投摩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旗下部分
基金 2020 年第四季度报告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董事保证基金 2020 年第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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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6 只基金（具体基金名称请见附表）的 2020 年第四季度报告全文于 2021 年 1

月 22 日在本公司网站（www.cifm.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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0-889-488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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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表：
1 上投摩根中国优势证券投资基金

2 上投摩根货币市场基金

3 上投摩根阿尔法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4 上投摩根双息平衡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5 上投摩根成长先锋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6 上投摩根内需动力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7 上投摩根亚太优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8 上投摩根双核平衡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9 上投摩根中小盘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0 上投摩根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11 上投摩根行业轮动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2 上投摩根大盘蓝筹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13 上投摩根全球新兴市场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4 上投摩根新兴动力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5 上投摩根强化回报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16 上投摩根健康品质生活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7 上投摩根全球天然资源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8 上投摩根分红添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19 上投摩根中证消费服务领先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20 上投摩根核心优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21 上投摩根智选 30 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22 上投摩根成长动力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23 上投摩根红利回报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24 上投摩根转型动力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25 上投摩根双债增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26 上投摩根核心成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27 上投摩根民生需求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28 上投摩根纯债丰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29 上投摩根天添盈货币市场基金

30 上投摩根天添宝货币市场基金

31 上投摩根纯债添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32 上投摩根稳进回报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33 上投摩根安全战略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34 上投摩根卓越制造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35 上投摩根整合驱动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36 上投摩根动态多因子策略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37 上投摩根智慧互联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38 上投摩根科技前沿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39 上投摩根新兴服务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40 上投摩根医疗健康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41 上投摩根文体休闲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42 上投摩根中国生物医药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QDII）
43 上投摩根策略精选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44 上投摩根安鑫回报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45 上投摩根中国世纪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QDII)
46 上投摩根全球多元配置证券投资基金 (QDII)
47 上投摩根安丰回报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48 上投摩根安通回报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49 上投摩根优选多因子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50 上投摩根岁岁益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51 上投摩根标普港股通低波红利指数型证券投资基金

52 上投摩根安隆回报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53 上投摩根丰瑞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54 上投摩根量化多因子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55 上投摩根创新商业模式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56 上投摩根富时发达市场 REITs 指数型证券投资基金 （QDII）
57 上投摩根香港精选港股通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58 上投摩根尚睿混合型基金中基金 (FOF)
59 上投摩根安裕回报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60 上投摩根欧洲动力策略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QDII)
61 上投摩根核心精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62 上投摩根动力精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63 上投摩根领先优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64 上投摩根锦程均衡养老目标三年持有期混合型基金中基金(FOF)
65 上投摩根日本精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QDII）
66 上投摩根瑞利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67 上投摩根瑞益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68 上投摩根慧选成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69 上投摩根瑞泰 38 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70 上投摩根锦程稳健养老目标一年持有期混合型基金中基金(FOF)
71 上投摩根锦程积极成长养老目标五年持有期混合型发起式基金中基金 (FOF)
72 上投摩根 MSCI 中国 A 股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73 上投摩根研究驱动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74 上投摩根 MSCI 中国 A 股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

75 上投摩根瑞盛 87 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76 上投摩根慧见两年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上投摩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1 年 1 月 22 日

中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旗下基金
2020 年第 4 季度报告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董事保证基金 2020 年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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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管理的以下基金的 2020 年 4 季度报告全文于 2021 年 1 月 22 日在
本公司网站（http://www.ciccfun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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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0-868-1166）咨询。
序号 基金名称

1 中金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2 中金现金管家货币市场基金

3 中金绝对收益策略定期开放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4 中金消费升级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5 中金沪深 300 指数增强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6 中金中证 500 指数增强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7 中金量化多策略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8 中金金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9 中金金泽量化精选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10 中金丰硕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1 中金金序量化蓝筹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2 中金衡优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3 中金浙金 6 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14 中金中证优选 300 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LOF）

15 中金 MSCI 中国 A 股国际低波动指数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16 中金金元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17 中金瑞和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8 中金瑞祥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9 中金新元 6 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20 中金 MSCI 中国 A 股国际质量指数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21 中金 MSCI 中国 A 股国际红利指数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22 中金 MSCI 中国 A 股国际价值指数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23 中金新医药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24 中金衡盈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25 中金科创主题 3 年封闭运作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26 中金衡益增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27 中金中债 1-3 年政策性金融债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28 中金鑫裕 1 年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29 中金新润 3 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30 中金中证沪港深优选消费 50 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31 中金衡利 1 年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32 中金新辉 1 年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33 中金新盛 1 年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34 中金鑫福 87 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35 中金泰顺 12 个月定期开放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36 中金瑞康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37 中金瑞泰灵活配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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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1 年 1 月 22 日

海富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海富通均衡
甄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新增上海浦东

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为销售机构的公告
一、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浦发银行”）的开放式基金销售资格已获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 根据海富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日前与浦发银行签署的开放式
证券投资基金销售协议，现增加上述销售机构为海富通均衡甄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简称：
海富通均衡甄选混合 A/C，代码：010790（A 类）/� 010791（C 类））的销售机构。

投资者欲了解基金的详细信息，请仔细阅读《海富通均衡甄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
同》、《海富通均衡甄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及相关法律文件。

二、自 2021 年 1 月 22 日起，投资者可以在上述销售机构各网点办理上述开放式基金的开
户、认购等业务。 具体的业务流程、办理方式和办理时间等以上述销售机构的规定为准。

三、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
1、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95528
网站：www.spdb.com.cn
2、海富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40088-40099（免长途话费）
网站：www.hftfund.com
本公告的解释权归海富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特此公告。

海富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1 年 1 月 22 日

海富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海富通安颐收益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新增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为销售机构

并参加其申购费率优惠活动的公告
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元证券”）的开放式基金销售资格已获中国证券监督

管理委员会批准。 根据海富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与国元证券签订的开放
式证券投资基金销售协议，现增加国元证券为海富通安颐收益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简称：海
富通安颐收益混合 A/C，基金代码：A 类 519050/C 类 002339）的销售机构，并于 2021 年 1 月 25
日起参加国元证券的申购费率优惠活动。 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 业务开通时间
自 2021 年 1 月 25 日起，投资者可在国元证券办理上述开放式基金的开户、申购、赎回等业

务。 具体的业务流程、办理方式和办理时间等以国元证券的规定为准。
二、适用投资者范围
符合法律法规及基金合同规定的投资者。
三、费率优惠活动
1、费率优惠内容
自 2021 年 1 月 25 日起，投资者通过国元证券申购本公司上述开放式基金，在不违反法律

法规和基金合同的相关要求下，申购（含定期定额申购业务）费率不设折扣限制 (执行固定申购
费用的除外)，具体折扣费率以国元证券的活动为准。 基金原费率请详见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
（更新）等法律文件，以及本公司发布的最新业务公告。

2、费率优惠期限
以国元证券官方网站所示公告为准。
四、重要提示
1、投资者欲了解基金的详细信息，请仔细阅读上述开放式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及

相关法律文件。
2、本次费率优惠活动仅适用于本公司在国元证券处于正常申购期的基金产品的前端收费模式。
3、 本优惠活动仅适用于本公司产品在国元证券申购业务的手续费（含定期定额申购业

务），不包括基金赎回等其他业务的手续费。
4、费率优惠活动解释权归国元证券所有，有关优惠活动的具体规定如有变化，敬请投资者

留意前述销售机构的有关公告。
5、特别提示投资人关注上述基金产品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法律文件及基金管理人

的风险提示。
五、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
1、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网站：www.gyzq.com.cn
国元证券客户服务电话：95578 或 4008888777
2、海富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网站：www.hftfund.com
客户服务电话：40088-40099（免长途话费）
官方微信服务号：fund_hft
本公告的解释权归海富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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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投资者投资基金前应认真阅读该基
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法律文件。

特此公告。
海富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1 年 1 月 22 日

海富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旗下部分
基金 2020 第四季度报告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董事保证披露的基金 2020 年第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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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富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旗下 78 只基金（基金列表详见附件）的 2020 年第四季度报告全
文于 2021 年 1 月 22 日在本公司网站（www.hftfun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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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088-4009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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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富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1 年 1 月 22 日
附件：78 只基金列表

序号 产品代码 产品名称
1 004264 海富通瑞合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2 004512 海富通沪深 300 指数增强型证券投资基金
3 004770 海富通添益货币市场基金
4 005080 海富通量化多因子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5 005188 海富通量化前锋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6 005220 海富通聚优精选混合型基金中基金（FOF）
7 005277 海富通融丰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8 005287 海富通创业板综指增强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9 005485 海富通恒丰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10 005842 海富通弘丰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11 006080 海富通电子信息传媒产业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12 006219 海富通鼎丰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13 006481 海富通上海清算所中高等级短期融资券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14 006556 海富通研究精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5 007090 海富通稳健养老目标一年持有期混合型发起式基金中基金（FOF）
16 162307 海富通中证 100 指数证券投资基金（LOF）
17 501300 海富通全球美元收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LOF）
18 510110 上证周期行业 50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19 510120 上证非周期行业 100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20 511220 上证城投债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21 511270 上证 10 年期地方政府债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22 519003 海富通收益增长证券投资基金
23 519005 海富通股票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24 519007 海富通强化回报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25 519011 海富通精选证券投资基金
26 519013 海富通风格优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27 519015 海富通精选贰号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28 519023 海富通稳健添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29 519025 海富通领先成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30 519026 海富通中小盘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31 5190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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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 519030 海富通稳固收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33 5190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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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 519033 海富通国策导向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35 519034 海富通中证 500 指数增强型证券投资基金
36 519050 海富通安颐收益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37 519051 海富通一年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38 519056 海富通内需热点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39 519059 海富通可转债优选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40 519060 海富通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41 519062 海富通阿尔法对冲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42 519130 海富通新内需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43 519133 海富通改革驱动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44 519134 海富通富祥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45 519136 海富通瑞丰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46 519137 海富通瑞福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47 519138 海富通瑞祥一年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48 519139 海富通沪港深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49 519220 海富通聚利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50 519221 海富通欣益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51 519223 海富通欣荣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52 519225 海富通集利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53 519226 海富通瑞利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54 519228 海富通欣享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55 519505 海富通货币市场证券投资基金
56 519601 海富通中国海外精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57 519602 海富通大中华精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58 007226 海富通中短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59 007037 海富通聚合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60 511060 海富通上证 5 年期地方政府债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61 008084 海富通先进制造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62 008231 海富通裕通 30 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63 008830 海富通安益对冲策略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64 007747 海富通平衡养老目标三年持有期混合型发起式基金中基金（FOF）
65 009024 海富通科技创新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66 008032 海富通裕昇三年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67 008610 海富通添鑫收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68 008803 海富通瑞弘 6 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69 009154 海富通富盈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70 008789 海富通中债 1-3 年国开行债券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71 009156 海富通富泽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72 511180 海富通上证投资级可转债及可交换债券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73 008379 海富通中债 3-5 年国开行债券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74 511360 海富通中证短融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75 515500 海富通中证长三角领先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76 008832 海富通中证长三角领先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
77 010130 海富通惠增多策略一年定期开放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78 009651 海富通成长甄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浦银安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旗下基金
2020 年第 4 季度报告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董事保证基金第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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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序号 基金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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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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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浦银安盛消费升级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3 浦银安盛日日盈货币市场基金

14 浦银安盛新经济结构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5 浦银安盛盛世精选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6 浦银安盛月月盈定期支付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17 浦银安盛增长动力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8 浦银安盛医疗健康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9 浦银安盛睿智精选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20 浦银安盛幸福聚利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21 浦银安盛盛鑫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22 浦银安盛日日丰货币市场基金

23 浦银安盛盛泰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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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浦银安盛日日鑫货币市场基金

26 浦银安盛盛达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27 浦银安盛经济带崛起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28 浦银安盛盛跃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29 浦银安盛安和回报定期开放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30 浦银安盛中证锐联沪港深基本面 100 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LOF)
31 浦银安盛盛通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32 浦银安盛港股通量化优选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33 浦银安盛安久回报定期开放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34 浦银安盛安恒回报定期开放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35 浦银安盛量化多策略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36 浦银安盛盛泽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37 浦银安盛中短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38 浦银安盛普益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39 浦银安盛盛融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40 浦银安盛普瑞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41 浦银安盛盛元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42 浦银安盛全球智能科技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QDII）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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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 浦银安盛双债增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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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 浦银安盛环保新能源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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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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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 浦银安盛普丰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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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浦银安盛颐和稳健养老目标一年持有期混合型基金中基金(FOF)
52 浦银安盛先进制造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53 浦银安盛盛智一年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54 浦银安盛盛晖一年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55 浦银安盛盛熙一年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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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 浦银安盛 MSCI 中国 A 股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58 浦银安盛科技创新优选三年封闭运作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59 浦银安盛创业板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60 浦银安盛普嘉 87 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61 浦银安盛中债 1-3 年国开行债券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62 浦银安盛安远回报一年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63 浦银安盛价值精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64 浦银安盛普华 66 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65 浦银安盛普天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66 浦银安盛普庆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67 浦银安盛睿和优选 3 个月持有期混合型基金中基金（FOF）
68 浦银安盛中债 3-5 年农发行债券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69 浦银安盛盛毅一年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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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述基金的 2020 年第 4 季度报告全文于 2021 年 1 月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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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21-4407999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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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年 1 月 2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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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锡药明康德新药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年度业绩预增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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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内容提示：
1、无锡药明康德新药开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预计 2020 年年度实现归属

于本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与 2019 年年度（以下简称“上年同期”）的人民币 185,455.09 万元相比，
增加人民币 92,727.55 万元到人民币 111,273.06 万元，同比增长 50%到 60%。

2、本公司预计 2020 年年度实现归属于本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与上年同
期的人民币 191,428.33 万元相比，增加人民币 38,285.67 万元到人民币 47,857.08 万元，同比增
长 20%到 25%。

3、本公司预计 2020 年年度经调整的非《国际财务报告准则》下归属于本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与上年同期的人民币 240,742.57 万元相比，增加人民币 108,334.16 万元到人民币 120,371.29 万
元，同比增长 45%到 50%。

一、本期业绩预告情况
（一）业绩预告期间
2020 年 1 月 1 日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
（二）业绩预告情况
1、经本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预计 2020 年年度实现归属于本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与上年

同期的人民币 185,455.09 万元相比，增加人民币 92,727.55 万元到人民币 111,273.06 万元，同比
增长 50%到 60%。

2、 预计 2020年年度实现归属于本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与上年同期的人民币
191,428.33万元相比，增加人民币 38,285.67万元到人民币 47,857.08万元，同比增长 20%到 25%。

3、预计 2020 年年度经调整的非《国际财务报告准则》下归属于本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与上年
同期的人民币 240,742.57 万元相比， 增加人民币 108,334.16 万元到人民币 120,371.29 万元，同
比增长 45%到 50%。

（三）本次所预计的业绩未经注册会计师审计。
二、上年同期业绩情况
（一）归属于本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人民币 185,455.09 万元。 归属于本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人民币 191,428.33 万元。 经调整非《国际财务报告准则》下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人民币 240,742.57 万元。

（二）每股收益（基本）：人民币 1.14 元。（若根据 2020 年实施的本公司 2019 年度利润分配
及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方案，即每 10 股转增 4 股，调整计算 2019 年 12 月 31 日的股本数，则基本
每股收益为人民币 0.81 元。 ）

三、本期业绩预增的主要原因
（一）主营业务影响
在本公司美国区实验室服务和临床合同研究服务（CRO）的收入受到新冠疫情较大负面影

响的情况下，本公司中国区实验室和合同研发与生产业务 (CDMO)自 2020 年第二季度起全面
恢复正常运营。 下半年随着海外客户订单的较快增长，以及本公司产能利用和经营效率的不断
提升，使本公司整体下半年营业收入实现强劲增长，与 2019 年下半年相比涨幅超过 30%。

（二）非经常性损益的影响
本公司 2020年年度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的影响与上年同期相比有所增长，主要由于本公司所投资

的已上市公司标的及非上市公司股权的市场价值上涨等原因， 使本公司部分非流动金融资产的公允
价值变动收益以及投资收益增长较大， 预计影响 2020 年年度利润金额人民币 179,375.49 万元左右，
上年同期影响金额为净损失人民币 12,594.20万元。 另一方面，由于本公司 H股可转股债券衍生金融
工具部分的公允价值受本公司 H股股价大幅上涨影响，2020年度非现金账面公允价值损失金额预计
为人民币 134,938.66万元左右，上年同期为净损失人民币 9,814.48万元。

四、风险提示
本公司不存在可能影响本次业绩预告内容准确性的重大不确定因素。
五、其他说明事项
本公司董事会在此提醒广大投资者注意， 上述有关本公司 2020 年年度业绩预告仅为本公

司初步的核算数据， 具体准确财务数据以本公司正式披露的经审计后的 2020 年年报为准，敬
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无锡药明康德新药开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1 月 22 日

天治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旗下基金
2020 年第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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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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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季度报告全文于 2021 年 1 月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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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年 1 月 22 日

汇丰晋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旗下基金
2020 年第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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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年第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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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汇丰晋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旗下：
1.� 汇丰晋信 2016 生命周期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
2.� 汇丰晋信龙腾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3.� 汇丰晋信动态策略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4.� 汇丰晋信 2026 生命周期证券投资基金
5.� 汇丰晋信平稳增利中短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6.� 汇丰晋信大盘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7.� 汇丰晋信中小盘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8.� 汇丰晋信低碳先锋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9.� 汇丰晋信消费红利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10.� 汇丰晋信科技先锋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11.� 汇丰晋信货币市场基金
12.� 汇丰晋信恒生 A 股行业龙头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13.� 汇丰晋信双核策略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4.� 汇丰晋信新动力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5.� 汇丰晋信智造先锋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16.� 汇丰晋信沪港深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17.� 汇丰晋信大盘波动精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18.� 汇丰晋信价值先锋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19.� 汇丰晋信珠三角区域发展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20.� 汇丰晋信港股通精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21.� 汇丰晋信港股通双核策略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22.� 汇丰晋信慧盈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23.� 汇丰晋信中小盘低波动策略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24.� 汇丰晋信惠安纯债 63 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上述基金的 2020 年第四季度报告全文于 2021 年 1 月 22 日在本公司网站（www.hsbcj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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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1-2037688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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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汇丰晋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1 年 1 月 22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