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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旗下基金
获配福莱特（601865）非公开发行 A 股的

公告
南方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本公司”)所管理的南方新优享灵活配置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南方创新经济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南方成安优选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南方 ESG 主题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南方中证 500 量化增强股票型发起式证券投资
基金、南方量化成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南方绝对收益策略定期开放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
基金、南方新兴龙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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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选价值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中证 500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南方大数据 100 指
数证券投资基金参加了福莱特玻璃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 A 股的认购。

福莱特玻璃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已于 2021 年 1 月 20 日发布《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情况报告
书》，公布了本次非公开发行结果。

根据中国证监会《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关于基金投资非公开发行
股票等流通受限证券有关问题的通知》等有关规定，本公司现将上述基金获配福莱特玻璃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 A 股情况披露如下：
序
号 基金名称 获配数量（股） 总成本

（元）
总成 本 占
基金 资 产
净值比例

账面价值
（元）

账面价值占
基金资产净
值比例

锁定期

1 南方新优享灵活配置混
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328,511.00 9,714,070.27 0.14% 10,893,424.76 0.15% 6个月

2
南方绝对收益策略定期
开放混合型发起式证券
投资基金

51,330.00 1,517,828.10 0.10% 1,702,102.80 0.11% 6个月

3 南方创新经济灵活配置
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43,724.00 4,249,918.68 0.08% 4,765,887.84 0.09% 6个月

4 南方大数据 100 指数证
券投资基金 256,648.00 7,589,081.36 0.25% 8,510,447.68 0.29% 6个月

5 南方量化成长股票型证
券投资基金 20,531.00 607,101.67 0.22% 680,807.96 0.24% 6个月

6 南方国策动力股票型证
券投资基金 51,330.00 1,517,828.10 0.50% 1,702,102.80 0.56% 6个月

7 南方新兴龙头灵活配置
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51,330.00 1,517,828.10 0.35% 1,702,102.80 0.39% 6个月

8
南方中证 500 量化增强
股票型发起式证券投资
基金

41,063.00 1,214,232.91 0.18% 1,361,649.08 0.20% 6个月

9 南方成安优选灵活配置
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41,064.00 1,214,262.48 0.08% 1,361,682.24 0.09% 6个月

10 南方 ESG 主题股票型证
券投资基金 71,862.00 2,124,959.34 0.12% 2,382,943.92 0.14% 6个月

11 南方优选价值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 205,320.00 6,071,312.40 0.31% 6,808,411.20 0.35% 6个月

12 中证 500 交易型开放式
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287,447.00 8,499,807.79 0.02% 9,531,742.52 0.03% 6个月

注：上述基金持有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的股份，在前述股份限售期届满后通过集中竞价交
易减持的数量，遵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 注：基金资产净值、账面价值为 2021 年 01 月 20 日数据。
投资者可登陆本公司网站（www.nffund.com），或拨打客户服务电话 400-889-8899 咨询相

关信息。
特此公告。

南方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 1 月 22 日

南方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旗下基金
第四季度报告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董事保证基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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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方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旗下:
组合名称

南方全球精选配置证券投资基金

南方香港优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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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方亚洲美元收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南方原油证券投资基金

南方道琼斯美国精选 REIT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南方顶峰 TOPIX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QDII)

南方全球精选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QD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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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方新兴消费增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L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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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投资基金（L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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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方转型驱动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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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方安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南方荣年定期开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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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方智造未来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南方金融主题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南方祥元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南方中证申万有色金属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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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方集利 18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南方得利一年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南方中债 1-5年国开行债券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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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方招利一年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南方誉丰 18个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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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方成长先锋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南方升元中短期利率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南方核心成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南方创新精选一年定期开放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南方养老目标日期 2045三年持有期混合型发起式基金中基金(FOF)

南方高股息主题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南方科创板 3年定期开放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南方养老目标日期 2040三年持有期混合型发起式基金中基金(FOF)

南方景气驱动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南方中债 0-2年国开行债券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南方产业优势两年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南方创新驱动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南方创业板 2年定期开放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南方创新成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南方行业精选一年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的第四季度报告全文于 2021 年 1 月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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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年 1 月 22 日

创金合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旗下基金
2020 年度第四季度报告提示性公告

创金合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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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旗下披露 2020� 年度第四季度报告的基金如下：
序号 基金代码 基金名称
1 001199 创金合信聚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2 001662 创金合信沪港深研究精选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3 001909 创金合信货币市场基金
4 002101 创金合信转债精选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5 002310 创金合信沪深 300指数增强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6 002311 创金合信中证 500指数增强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7 002337 创金合信季安鑫 3个月持有期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8 002210 创金合信量化多因子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9 002438 创金合信尊盛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10 002336 创金合信尊享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11 003190 创金合信消费主题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12 003230 创金合信医疗保健行业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13 003232 创金合信金融地产精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14 003192 创金合信尊丰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15 003241 创金合信量化发现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6 003289 创金合信尊泰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17 003624 创金合信资源主题精选股票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18 003749 创金合信鑫收益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9 003646 创金合信中证 1000指数增强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20 004112 创金合信国企活力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21 004322 创金合信尊隆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22 004359 创金合信量化核心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23 003193 创金合信尊智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24 005076 创金合信优选回报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25 005495 创金合信科技成长主题股票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26 005567 创金合信MSCI中国 A股国际指数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27 002463 创金合信价值红利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28 005561 创金合信中证红利低波动指数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29 005927 创金合信新能源汽车主题股票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30 005968 创金合信工业周期精选股票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31 005782 创金合信汇益纯债一年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32 005784 创金合信汇誉纯债六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33 006076 创金合信恒利超短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34 006824 创金合信鑫日享短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35 006874 创金合信恒兴中短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36 006032 创金合信汇泽纯债三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37 007828 创金合信信用红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38 005836 创金合信泰盈双季红 6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39 008125 创金合信中债 1-3年国开行债券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40 008031 创金合信汇嘉三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41 008768 创金合信上证超大盘量化精选股票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42 008893 创金合信鑫利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43 008909 创金合信鑫益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44 009005 创金合信鑫祺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45 005838 创金合信中债 1-3年政策性金融债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46 009454 创金合信汇融一年定期开放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47 009513 创金合信同顺创业板精选股票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48 009768 创金合信汇悦一年定期开放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49 009268 创金合信稳健增利 6个月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50 009833 创金合信泰博 66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51 009386 创金合信泰享 39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52 009971 创金合信核心价值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53 009973 创金合信核心资产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54 009733 创金合信港股通大消费精选股票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55 010100 创金合信鼎诚 3个月定期开放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上述基金 2020� 年第四季度报告全文于 2021 年 1 月 22 日在本公司网站（www.cjhxfu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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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0-868-06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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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创金合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1 年 1 月 22 日

博时汇融回报一年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基金合同生效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21 年 1 月 21 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博时汇融回报一年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博时汇融回报一年持有期混合
基金主代码 011177
基金运作方式 契约型开放式
基金合同生效日 2021年 1月 21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博时汇融回报一年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博时汇融回
报一年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等

下属类别基金的基金简称 博时汇融回报一年持有期混合 A 博时汇融回报一年持有期混合 C
下属类别基金的交易代码 011177 011178

2、基金募集情况
基金募集申请获中国证监会核准的文
号 证监许可[2020]3458号

基金募集期间 自 2021年 1月 18日
至 2021年 1月 18日止

验资机构名称 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募集资金划入基金托管专户的日期 2021年 1月 20日
募集有效认购总户数（单位：户） 35,258

份额类别 博时汇融回报一年持有
期混合 A

博时汇融回报一年持有
期混合 C 合计

募集期间净认购金额（单位：元） 4,113,769,173.44 27,091,957.64 4,140,861,131.08
认购资金在募集期间产生的利息（单
位：元） 0 0 0

募集份额
（单位：份）

有效认购份额 4,113,769,173.44 27,091,957.64 4,140,861,131.08
利息结转的份额 0 0 0
合计 4,113,769,173.44 27,091,957.64 4,140,861,131.08

其中： 募集期间基
金管理人运用固有
资金认购本基金情
况

认购的基金份额
（单位：份） 0 0 0

占基金总份额比例 0.0000% 0.0000% 0.0000%
其他需要说明的事
项 无 无 无

其中： 募集期间基
金管理人的从业人
员认购本基金情况

认购的基金份额
（单位：份） 365,632.41 300,000.00 665,632.41

占基金总份额比例 0.0089% 1.1073% 0.0161%
募集期限届满基金是否符合法律法规
规定的办理基金备案手续的条件 是

向中国证监会办理基金备案手续获得
书面确认的日期 2021年 1月 20日

注：（1）本基金募集期间的信息披露费、会计师费、律师费以及其他费用，不从基金财产中
列支；

（2）本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基金投资和研究部门负责人未持有本基金；
（3）本基金的基金经理未持有本基金。
3、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1）基金份额类别的代码与简称信息
本基金根据认购费、申购费及销售服务费收取方式的不同，将基金份额分为不同的类别。
本基金 A 类基金份额的简称为博时汇融回报一年持有期混合 A（基金代码：0011177），C

类基金份额的简称为博时汇融回报一年持有期混合 C（基金代码：0011178）。
（2）开放日及开放时间
基金管理人在开放日办理基金份额的申购和赎回。 投资人在开放日办理申购和赎回的具

体办理时间为上海证券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及相关期货交易所的正常交易日的交易时间
（若本基金参与港股通交易且该工作日为非港股通交易日时，则基金管理人可根据实际情况决
定本基金是否开放申购、赎回及转换业务，具体以届时提前发布的公告为准），但基金管理人根
据法律法规、中国证监会的要求或本基金合同的规定公告暂停申购、赎回时除外。

基金合同生效后，若出现新的证券、期货交易市场、证券、期货交易所交易时间变更或其他
特殊情况，基金管理人将视情况对前述开放日及开放时间进行相应的调整，但应在实施日前依
照《信息披露办法》的有关规定在指定媒介上公告。

（3）申购、赎回开始日及业务办理时间
基金管理人自基金合同生效之日起不超过 3 个月开始办理申购， 具体业务办理时间在申

购开始公告中规定。
每份基金份额自其最短持有期到期日起（含该日）基金份额持有人方可就该基金份额提出

赎回申请。如果投资人多次申购本基金，则其持有的每一份基金份额的最短持有期到期日可能
不同。

在确定申购开始与赎回开始时间后，基金管理人应在申购、赎回开放日前依照《信息披露
办法》的有关规定在指定媒介上公告申购与赎回的开始时间。

基金管理人不得在基金合同约定之外的日期或者时间办理基金份额的申购、 赎回或者转
换。投资人在基金合同约定之外的日期和时间提出申购、赎回或转换申请且登记机构确认接受
的，其基金份额申购、赎回或转换价格为下一开放日该类基金份额申购、赎回或转换的价格。

风险提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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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产，但不保证
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基金的过往业绩不代表其未来表现，敬请投资人注意投资
风险。

特此公告。
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1 年 1 月 21 日

关于《博时汇融回报一年持有期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基金合同生效公告》的补充说明
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于 2021 年 1 月 21 日在《证券日报》以及本公司网站上披露了《博时

汇融回报一年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生效公告》。
现就相关内容补充说明如下：
本基金的基金合同生效日为 2021 年 1 月 20 日。
特此说明。

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1 年 1 月 22 日

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旗下公募基金
2020 年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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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旗下：
博时安盈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博时岁岁增利一年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博时裕益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博时月月薪定期支付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博时内需增长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博时双月薪定期支付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博时裕隆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博时现金宝货币市场基金
博时天天增利货币市场基金
博时季季享三个月持有期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博时产业新动力灵活配置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博时互联网主题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博时沪港深优质企业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博时丝路主题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博时上证 50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
博时中证淘金大数据 100 指数型证券投资基金
博时国企改革主题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博时外服货币市场基金
博时新起点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博时新策略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博时裕嘉纯债 3 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博时裕盈纯债 3 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博时裕瑞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博时沪港深成长企业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博时裕恒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博时裕荣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博时裕泰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博时安誉 18 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博时新收益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博时裕丰纯债 3 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博时裕诚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博时外延增长主题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博时裕坤纯债 3 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博时裕乾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博时裕达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博时裕康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博时裕腾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博时安泰 18 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博时文体娱乐主题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博时裕安纯债一年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博时裕新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博时安瑞 18 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博时裕景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博时鑫瑞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博时裕发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博时裕弘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博时裕泉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博时中证银联智惠大数据 100 指数型证券投资基金
博时工业 4.0 主题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博时黄金交易型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
博时安怡 6 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博时裕利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博时裕通纯债 3 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博时裕创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博时裕盛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博时景兴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博时聚瑞纯债 6 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博时裕顺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博时颐泰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博时安仁一年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博时聚盈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博时聚润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博时合利货币市场基金
博时裕昂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博时景发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博时鑫源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博时富宁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博时聚源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博时合鑫货币市场基金
博时富发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博时智臻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博时安祺 6 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博时富祥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博时聚利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博时利发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博时悦楚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博时乐臻定期开放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博时鑫泽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博时安诚 3 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博时臻选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博时富益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博时丰达纯债 6 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博时安弘一年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博时富鑫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博时民丰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博时富华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博时富诚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博时鑫润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博时慧选纯债 3 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博时兴盛货币市场基金
博时沪港深价值优选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博时裕鹏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博时民泽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博时合惠货币市场基金
博时鑫惠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博时富嘉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博时鑫泰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博时富瑞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博时兴荣货币市场基金
博时富元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博时广利纯债 3 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博时汇享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博时逆向投资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博时汇智回报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博时华盈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博时富和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博时量化平衡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博时新兴消费主题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博时富腾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博时战略新兴产业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博时丰庆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博时军工主题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博时合晶货币市场基金
博时中证 500 指数增强型证券投资基金
博时厚泽回报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博时富业纯债 3 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博时创新驱动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博时富安纯债 3 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博时富乾纯债 3 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博时量化多策略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博时富兴纯债 3 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博时量化价值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博时荣享回报灵活配置定期开放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博时中证央企结构调整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
博时富永纯债 3 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博时中债 1-3 年政策性金融债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博时富源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博时中债 3-5 年进出口行债券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博时汇悦回报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博时中债 5-10 年农发行债券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博时富融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博时颐泽稳健养老目标一年持有期混合型基金中基金（FOF）
博时中债 1-3 年国开行债券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博时中债 3-5 年国开行债券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博时富丰纯债 3 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博时富淳纯债 3 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博时富乐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博时颐泽平衡养老目标三年持有期混合型发起式基金中基金（FOF）
博时富汇纯债 3 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博时中证央企创新驱动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
博时中债 3-5 年政策性金融债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博时富悦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博时富顺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博时稳欣 39 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博时富添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博时中证 500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发起式联接基金
博时富信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博时富进纯债一年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博时稳悦 63 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博时富洋纯债一年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博时产业新趋势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博时成长优选两年封闭运作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博时科技创新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博时荣升稳健添利 18 个月定期开放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博时富灿纯债一年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博时荣丰回报三年封闭运作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博时信用优选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博时富通纯债一年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博时恒裕 6 个月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博时季季乐三个月持有期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博时健康成长主题双周定期可赎回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博时鑫荣稳健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博时富盛纯债一年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博时研究精选一年持有期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博时女性消费主题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博时恒盛一年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博时研究臻选三年持有期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博时价值臻选两年持有期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博时恒利 6 个月持有期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博时荣泰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博时金福安一年持有期混合型发起式基金中基金（FOF）
博时恒荣一年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博时双季享六个月持有期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博时消费创新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博时价值增长证券投资基金
博时裕富沪深 300 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博时现金收益证券投资基金
博时精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博时稳定价值债券投资基金
博时平衡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博时第三产业成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博时新兴成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博时特许价值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博时信用债券投资基金
博时策略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博时上证超级大盘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
博时创业成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博时大中华亚太精选股票证券投资基金
博时宏观回报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博时行业轮动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博时转债增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博时抗通胀增强回报证券投资基金
博时创业板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
博时回报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博时天颐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博时上证自然资源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
博时标普 500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
博时医疗保健行业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博时信用债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博时安心收益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博时亚洲票息收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博时价值增长贰号证券投资基金
博时恒生沪深港通大湾区综合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博时中证 5G 产业 50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博时创业板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博时黄金交易型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
博时中证 500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博时主题行业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LOF)
博时卓越品牌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LOF)
博时稳健回报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LOF）
博时安丰 18 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LOF）
博时中证全指证券公司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博时中证银行指数证券投资基金（LOF）
博时睿远事件驱动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LOF）
博时睿利事件驱动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LOF）
博时弘盈定期开放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博时睿益事件驱动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LOF）
博时弘泰定期开放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博时优势企业 3 年封闭运作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LOF）
博时研究优选 3 年封闭运作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博时创业板两年定期开放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博时科创主题 3 年封闭运作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博时安康 18 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LOF)
博时科创板三年定期开放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上证超级大盘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上证自然资源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博时上证 50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博时中证可转债及可交换债券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博时保证金实时交易型货币市场基金
博时中证央企结构调整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博时标普 500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博时中证可持续发展 100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博时沪深 300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博时中证红利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博时中证央企创新驱动交易型开放式指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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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ser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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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10556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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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博时基金管理公司
2021 年 01 月 22 日

关于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旗下部分基金
投资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公告

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旗下部分基金参加了杰赛科技（代码 002544）
非公开发行股票的认购。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基金投资非公开发行股票等流通受限证券有关
问题的通知》（证监基金字 [2006]141 号）等有关规定，本公司现将旗下基金投资杰赛科技非公
开发行股票的相关信息公告如下：

基金名称 认 购 数 量
（股） 总成本（元）

总 成 本
占 基 金
资 产 净
值比例

账面价值（元）

账 面 价
值 占 基
金 资 产
净 值 比
例

限售期

博时军工主题股票 3,062,787 39,999,998.22 0.61% 43,797,854.10 0.67% 6个月
博时产业新趋势混合 3,062,787 39,999,998.22 1.82% 43,797,854.10 2.00% 6个月
博时荣享回报混合 1,531,394 20,000,005.64 0.68% 21,898,934.20 0.74% 6个月

注：基金资产净值、账面价值为 2021 年 1 月 21 日数据。
特此公告。

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1 年 1 月 22 日

兴银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旗下部分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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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兴银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旗下
1.兴银货币市场基金
2.兴银鼎新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3.兴银长乐半年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4.兴银丰盈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5.兴银大健康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6.兴银现金增利货币市场基金
7.兴银瑞益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8.兴银朝阳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9.兴银稳健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10.兴银现金收益货币市场基金
11.兴银收益增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12.兴银现金添利货币市场基金
13.兴银长益三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14.兴银长盈三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15.兴银消费新趋势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6.兴银合盈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17.兴银丰润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8.兴银中短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19.兴银汇福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20.兴银汇逸三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21.兴银合丰政策性金融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22.兴银上海清算所 3-5 年中高等级优选信用债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23.兴银鑫日享短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24.兴银先锋成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25.兴银汇裕一年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26.兴银聚丰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27. � 兴银合盛三年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28. � 兴银汇悦一年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29. � 兴银汇智一年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30. � 兴银丰运稳益回报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31. � 兴银研究精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32. � 兴银合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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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ffund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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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000-9632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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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兴银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2021 年 1 月 22 日

兴银汇逸三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
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经理变更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21 年 1 月 22 日
1. � �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兴银汇逸三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兴银汇逸定开债
基金主代码 007563
基金管理人名称 兴银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公告依据 《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基金管理公司投
资管理人员管理指导意见》《基金经理注册登记规则》

基金经理变更类型 解聘基金经理
共同管理本基金的其他基金经理姓名 李文程
离任基金经理姓名 范泰奇

2. � � 离任基金经理的相关信息
离任基金经理姓名 范泰奇
离任原因 分工调整
离任日期 2021-01-22
转任本公司其他工作岗位的说明 继续担任本公司其他基金基金经理
是否已按规定在中国基金业协会办理变更
手续 是

是否已按规定在中国基金业协会办理注销
手续 -

3.� 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上述基金经理变更事项已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完成相应手续。

兴银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2021 年 1 月 22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