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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旗下部分基金增加中国中金财富证券

有限公司为申购赎回代理券商的公告
经深圳证券交易所确认，根据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与中国中金财富证

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金财富”)签署的协议，本公司决定自 2023 年 01 月 20 日起增加中金财富
为鹏华中证 5 年期地方政府债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场内简称：5 年地债 ETF，基金代
码：159972）、 鹏华中证车联网主题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场内简称： 智能网联汽车
ETF，基金代码：159872）、鹏华创业板 50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场内简称：创 50ETF，基
金代码：159681）、鹏华中证云计算与大数据主题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场内简称：大数
据 ETF，基金代码：159739）、鹏华中证中药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场内简称：中药 ETF，
基金代码：159647）、鹏华中证港股通科技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场内简称：港股科技
ETF，基金代码：159751）、鹏华中证工业互联网主题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场内简称：工
业互联 ETF，基金代码：159778）、鹏华国证 ESG300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场内简称：
ESGETF，基金代码：159717）、鹏华中证 0-4 年期地方政府债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场
内简称：0-4 地债 ETF，基金代码：159816）的申购赎回代理券商。

投资人可通过以下途径了解或咨询相关情况：
1、中国中金财富证券有限公司（网址及客户服务电话：www.ciccwm.com、95532）
2、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址及客户服务电话：www.phfund.com.cn、400-6788-533（免长途

通话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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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

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投资人应认真阅读拟投资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更新）、基
金产品资料概要（更新）等法律文件，了解所投资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并根据自身情况购买与本
人风险承受能力相匹配的产品。

特此公告。
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3 年 01 月 20 日

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旗下
部分基金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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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投资基金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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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旗下：
鹏华弘泰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鹏华普天收益证券投资基金
鹏华普天债券证券投资基金
鹏华中国 50 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
鹏华货币市场证券投资基金
鹏华价值优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LOF）
鹏华动力增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LOF）
鹏华优质治理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LOF）
鹏华丰收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鹏华盛世创新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LOF）
鹏华沪深 300 指数证券投资基金（LOF）
鹏华精选成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鹏华中证 500 指数证券投资基金（LOF）
鹏华信用增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鹏华全球中短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QDII）
鹏华丰润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LOF）
鹏华消费优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鹏华丰盛稳固收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鹏华新兴产业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鹏华美国房地产证券投资基金
鹏华丰泽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LOF）
鹏华价值精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鹏华宏观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鹏华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鹏华中证 A 股资源产业指数型证券投资基金（LOF）
鹏华丰和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LOF）
鹏华产业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鹏华双债增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鹏华丰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LOF）
鹏华永诚一年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鹏华双债加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鹏华量化先锋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鹏华丰实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鹏华双债保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鹏华丰泰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鹏华全球高收益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鹏华丰融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鹏华消费领先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鹏华品牌传承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鹏华增值宝货币市场基金
鹏华环保产业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鹏华中证信息技术指数型证券投资基金（LOF）
鹏华中证 800 证券保险指数型证券投资基金（LOF）
鹏华策略优选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鹏华中证 800 地产指数型证券投资基金（LOF）
鹏华医疗保健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鹏华先进制造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鹏华中证国防指数型证券投资基金（LOF）
鹏华养老产业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鹏华中证传媒指数型证券投资基金（LOF）
鹏华安盈宝货币市场基金
鹏华可转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鹏华弘盛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鹏华弘利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鹏华弘泽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鹏华弘润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鹏华中证银行指数型证券投资基金（LOF）
鹏华改革红利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鹏华中证酒指数型证券投资基金（LOF）
鹏华中证全指证券公司指数型证券投资基金（LOF）
鹏华中证一带一路主题指数型证券投资基金（LOF）
鹏华外延成长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鹏华弘信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鹏华弘实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鹏华弘和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鹏华弘华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鹏华中证高铁产业指数型证券投资基金（LOF）
鹏华弘益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鹏华医药科技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鹏华创业板指数型证券投资基金（LOF）

鹏华中证移动互联网指数型证券投资基金（LOF）
鹏华中证环保产业指数型证券投资基金（LOF）
鹏华弘鑫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鹏华前海万科 REITs 封闭式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鹏华添利宝货币市场基金
鹏华沪深 300 指数增强型证券投资基金
鹏华国证钢铁行业指数型证券投资基金（LOF）
鹏华中证医药卫生指数证券投资基金（LOF）
鹏华弘安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鹏华丰华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鹏华健康环保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鹏华文化传媒娱乐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鹏华添利交易型货币市场基金
鹏华丰尚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鹏华金鼎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鹏华金城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鹏华丰茂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鹏华弘达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鹏华弘嘉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鹏华丰饶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鹏华丰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鹏华增瑞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LOF）
鹏华丰恒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鹏华弘惠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鹏华兴安定期开放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鹏华弘康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鹏华弘尚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鹏华丰禄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鹏华丰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鹏华港股通中证香港银行投资指数证券投资基金（LOF）
鹏华丰盈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鹏华兴泰定期开放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鹏华沪深港新兴成长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鹏华丰惠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鹏华兴悦定期开放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鹏华永盛一年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鹏华兴惠定期开放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鹏华安益增强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鹏华丰享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鹏华丰玉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鹏华永安 18 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鹏华丰康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鹏华沪深港互联网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鹏华丰瑞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鹏华聚财通货币市场基金
鹏华永泰 18 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鹏华盈余宝货币市场基金
鹏华丰源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鹏华中证空天一体军工指数证券投资基金（LOF）
鹏华金元宝货币市场基金
鹏华兴鑫宝货币市场基金
鹏华策略回报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鹏华研究精选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鹏华香港美国互联网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LOF）
鹏华优势企业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鹏华永泽 18 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鹏华尊惠 18 个月定期开放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鹏华尊悦 3 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鹏华产业精选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鹏华睿投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鹏华创新驱动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鹏华尊享 6 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鹏华研究驱动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鹏华中短债 3 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鹏华养老目标日期 2035 三年持有期混合型基金中基金（FOF）
鹏华优选回报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鹏华永融一年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鹏华永润一年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鹏华核心优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鹏华中证酒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鹏华养老目标日期 2045 三年持有期混合型发起式基金中基金（FOF）
鹏华长乐稳健养老目标一年持有期混合型发起式基金中基金（FOF）
鹏华研究智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鹏华 9-10 年利率债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鹏华创新动力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LOF）
鹏华尊诚 3 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鹏华尊晟 3 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鹏华精选回报三年定期开放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鹏华中证国防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鹏华金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鹏华丰登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鹏华中证 5 年期地方政府债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鹏华浮动净值型发起式货币市场基金
鹏华尊信 3 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鹏华锦利两年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鹏华丰鑫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鹏华丰庆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鹏华稳利短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鹏华中证 500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鹏华金享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鹏华价值驱动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鹏华优选价值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鹏华中证银行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鹏华 0-5 年利率债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鹏华尊泰一年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鹏华国证证券龙头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鹏华科技创新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鹏华中证 500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
鹏华价值成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鹏华尊裕一年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鹏华中证 800 证券保险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鹏华优质回报两年定期开放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鹏华中证传媒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鹏华丰诚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鹏华安泽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鹏华稳健回报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鹏华鑫享稳健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鹏华国证半导体芯片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鹏华中债 3-5 年国开行债券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鹏华价值共赢两年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鹏华股息精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鹏华成长价值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鹏华尊达一年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鹏华优质企业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鹏华普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鹏华安和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鹏华安庆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鹏华安惠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鹏华匠心精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鹏华新兴成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鹏华聚合多资产 3 个月持有期混合型基金中基金（FOF）
鹏华锦润 86 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鹏华安睿两年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鹏华中证 0-4 年期地方政府债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鹏华招华一年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鹏华中债 1-3 年农发行债券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鹏华年年红一年持有期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鹏华中债-0-3 年 AA+优选信用债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鹏华启航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鹏华创新未来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LOF）
鹏华成长智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鹏华丰颐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鹏华高质量增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鹏华优选成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鹏华尊和一年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鹏华安润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鹏华安享一年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鹏华汇智优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鹏华安裕 5 个月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鹏华弘裕一年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鹏华安悦一年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鹏华品质优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鹏华中证光伏产业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鹏华中证细分化工产业主题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鹏华中证畜牧养殖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鹏华国证有色金属行业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鹏华宁华一年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鹏华创新成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鹏华致远成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鹏华远见回报三年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鹏华民丰盈和 6 个月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鹏华中证内地低碳经济主题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鹏华招润一年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鹏华鑫远价值一年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鹏华远见成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鹏华永益 3 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鹏华中证车联网主题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鹏华创新升级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鹏华领航一年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鹏华稳泰 30 天滚动持有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鹏华中证内地低碳经济主题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
鹏华中证港股通医药卫生综合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鹏华新能源精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鹏华丰宁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鹏华中证港股通消费主题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鹏华品质成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鹏华长治稳健养老目标一年持有期混合型基金中基金（FOF）
鹏华国证半导体芯片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
鹏华稳健鸿利一年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鹏华产业升级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鹏华安诚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鹏华国证 ESG300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鹏华安荣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鹏华精选群英一年持有期灵活配置混合型管理人中管理人（MOM）证券投资基金
鹏华品质精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鹏华上华一年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鹏华安源 5 个月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鹏华安康一年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鹏华稳华 90 天滚动持有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鹏华安颐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鹏华中证云计算与大数据主题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鹏华中证沪港深科技龙头指数证券投资基金（LOF）
鹏华中证港股通科技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鹏华中证同业存单 AAA 指数 7 天持有期证券投资基金
鹏华沃鑫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鹏华稳瑞中短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鹏华中证 500 指数增强型证券投资基金
鹏华成长领航两年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鹏华中证工业互联网主题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鹏华价值远航 6 个月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鹏华中证细分化工产业主题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
鹏华双季享 180 天持有期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鹏华永宁 3 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鹏华浙华一年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鹏华创新增长一年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鹏华鑫华一年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鹏华深圳能源清洁能源封闭式基础设施证券投资基金
鹏华稳享一年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鹏华中证中药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鹏华新能源汽车主题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鹏华永平 6 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鹏华增华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鹏华兴鹏一年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鹏华增鑫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鹏华丰启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鹏华畅享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鹏华创兴增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鹏华稳福中短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2022 年第 4 季度报告全文于 2023 年 1 月 20 日在本公司网站 [http://www.phfun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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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0-6788-999/ 400-6788-53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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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3 年 1 月 20 日

鹏华养老目标日期 2040 五年
持有期混合型发起式基金中基金（FOF）

基金合同生效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23 年 01 月 20 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鹏华养老目标日期 2040 五年持有期混合型发起式基金中基金 （FOF）
基金简称 鹏华养老 2040 五年持有期混合发起式 （FOF）
基金主代码 012784

基金运作方式

契约型开放式 。 本基金对每份基金份额设置五年的最短持有期。 对于每份基金
份额，最短持有期起始日指基金合同生效日（对认购份额而言）或该基金份额申
购申请确认日 （对申购份额而言）；最短持有期到期日指该基金份额最短持有期
起始日起五年后的对应日 。 如无此对应日期或该对应日为非工作日，则顺延至
下一工作日。
在每份基金份额的最短持有期到期日前（不含当日），基金份额持有人不能对该
基金份额提出赎回申请 ；每份基金份额的最短持有期到期日起 （含当日 ），基金
份额持有人可对该基金份额提出赎回申请。因不可抗力或基金合同约定的其他
情形致使基金管理人无法在该基金份额的最短持有期到期日开放办理该基金
份额的赎回业务的，该基金份额的最短持有期到期日顺延至不可抗力或基金合
同约定的其他情形的影响因素消除之日起的下一个工作日 。因本基金红利再投
资所生成的基金份额的最短持有期按照基金合同第十六部分的约定另行计
算。
本基金属于目标日期基金 ，目标日期设定为 2040 年 12 月 31 日。 目标日期到期
后，即 2041 年 1 月 1 日（含 ）开始 ，对于自申购确认日起至目标日期持有不足 5
年的基金份额 ，可以不再受最短持有期限制，即自达到目标日期后可赎回 。目标
日期到期后，本基金转为开放式基金中基金 （FOF），不再设置最短持有期限 ，基
金名称调整为 “鹏华增弘混合型基金中基金 （FOF）”，具体详见届时公告 ，法律
法规另有规定时 ，从其规定。

基金合同生效日 2023 年 01 月 19 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 》、《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 》等
相关法律 、法规的规定以及《鹏华养老目标日期 2040 五年持有期混合型发起式
基金中基金 （FOF）基金合同 》、《鹏华养老目标日期 2040 五年持有期混合型发
起式基金中基金 （FOF）招募说明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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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1390 号

基金募集期间 自 2023 年 01 月 03 日
至 2023 年 01 月 16 日止

验资机构名称 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募集资金划入基金托管专户的日期 2023 年 1 月 18 日

募集有效认购总户数（单位 ：户） 77
募集期间净认购金额（单位 ：人民币元） 13,165,080.10
认购资金在募集期间产生的利息 （单位 ：人民币元） 4,530.06

募集份额（单位 ：份）

有效认购份额 13,165,080.10
利息结转的份额 4,530.06
合计 13,169,61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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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00,000
利息结转的份额 3,778.15
合计 10,003,778.15
占基金总份额比例 75.96%

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基金管理人 2023 年 1 月 6 日认购鹏 华养老 目标 日期
2040 五年持有期混合型发起式基金中基金 （FOF），基金
管理人固有资金作为本 基金的发起资金 ，自本基金基金
合同生效之 日起 ， 认购的基金份额持有期限不少于 3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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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731.36

占基金总份额比例 0.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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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 年 01 月 19 日

注： (1)按照有关法律规定，本次基金募集期间所发生的律师费、会计师费、信息披露费等费用
由基金管理人承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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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有本基金基金份额总量的数量区间为 0。
(3)本基金基金经理持有本基金基金份额总量的数量区间为 0。
3.发起式基金发起资金持有份额情况

项目 持有份额总数 持有份额占基金
总份额比例 发起份额总数 发起份额占基金

总份额比例
发起份额承诺持
有期限

基金管理人固有资
金 10,003,778.15 75.96% 10,003,778.15 75.96%

自 基 金 合 同 生
效 之 日 起 不 少
于 3 年

基金管理人高级管
理人员

基金经理等人员

基金管理人股东

其他

合计 10,003,778.15 75.96% 10,003,778.15 75.96%
自 基 金 合 同 生
效 之 日 起 不 少
于 3 年

4.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销售机构受理投资人认购申请并不代表该申请一定成功，申请的成功与否须以本基金基金份

额登记机构的确认结果为准。 基金份额持有人应当在本基金基金合同生效之日起 2 个工作日之
后，及时到销售机构的网点进行交易确认的查询，也可以通过本基金管理人的客户服务电话 400-
6788-533 和网站（www.phfund.com.cn）查询交易确认状况。

根据《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的规定以及基金合同和招募说明书的约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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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公告中规
定。 基金管理人自认购份额的最短持有期到期日之日起（含当日）开始办理赎回，具体业务办理时
间在赎回开始公告中规定。 在确定申购开始与赎回开始时间后，基金管理人应依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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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风险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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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敬请投资人注意投资风险。 投资者投资于本基金前应认真阅读本基金的
《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法律文件。

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3 年 01 月 20 日

工银瑞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旗下
全部基金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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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银瑞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旗下
工银瑞信核心价值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工银瑞信中国机会全球配置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工银瑞信货币市场基金
工银瑞信全球精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工银瑞信精选平衡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工银瑞信稳健成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工银瑞信增强收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工银瑞信红利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工银瑞信信用添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工银瑞信大盘蓝筹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工银瑞信沪深 300 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上证中央企业 50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工银瑞信中小盘成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工银瑞信香港中小盘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QDII）
工银瑞信双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工银瑞信全球美元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QDII）
深证红利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工银瑞信深证红利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
工银瑞信四季收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LOF）
工银瑞信消费服务行业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工银瑞信印度市场证券投资基金（LOF）
工银瑞信添颐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工银瑞信新经济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QDII）
工银瑞信主题策略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工银瑞信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工银瑞信中证 500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
工银瑞信基本面量化策略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工银瑞信纯债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工银瑞信 7 天理财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工银瑞信中证京津冀协同发展主题指数证券投资基金（LOF)
工银瑞信 14 天理财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工银瑞信信用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工银瑞信尊益中短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工银瑞信优质精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工银瑞信产业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工银瑞信信用纯债一年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工银瑞信信用纯债三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工银瑞信成长收益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工银瑞信月月薪定期支付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工银瑞信金融地产行业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工银瑞信双债增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LOF）
工银瑞信添福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工银瑞信信息产业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工银瑞信薪金货币市场基金
工银瑞信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工银瑞信绝对收益策略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工银瑞信目标收益一年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工银瑞信新财富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工银瑞信现金快线货币市场基金
工银瑞信高端制造行业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工银瑞信添益快线货币市场基金
工银瑞信研究精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工银瑞信医疗保健行业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工银瑞信创新动力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工银瑞信国企改革主题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工银瑞信战略转型主题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工银瑞信新金融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工银瑞信美丽城镇主题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工银瑞信总回报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工银瑞信新材料新能源行业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工银瑞信养老产业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工银瑞信中证传媒指数证券投资基金（LOF）
工银瑞信丰盈回报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工银瑞信农业产业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工银瑞信生态环境行业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工银瑞信互联网加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工银瑞信财富快线货币市场基金
工银瑞信聚焦 30 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工银瑞信新蓝筹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工银瑞信丰收回报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工银瑞信中高等级信用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工银瑞信新趋势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工银瑞信文体产业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工银瑞信国家战略主题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工银瑞信前沿医疗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工银瑞信物流产业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工银瑞信沪港深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工银瑞信瑞丰半年定期开放纯债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工银瑞信安盈货币市场基金
工银瑞信泰享三年理财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工银瑞信恒享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工银瑞信瑞享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工银瑞信新焦点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工银瑞信现代服务业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工银瑞信瑞盈 18 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工银瑞信新得益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工银瑞信可转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工银瑞信如意货币市场基金
工银瑞信新生利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工银瑞信新增益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工银瑞信银和利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工银瑞信新增利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工银瑞信丰淳半年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工银瑞信新得利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工银瑞信新机遇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工银瑞信新价值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工银瑞信智能制造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工银瑞信沪港深精选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工银瑞信创业板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工银瑞信新生代消费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工银瑞信创业板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
工银瑞信瑞景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工银瑞信瑞祥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工银瑞信可转债优选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工银瑞信添祥一年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工银瑞信医药健康行业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工银瑞信聚福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工银瑞信养老目标日期 2035 三年持有期混合型基金中基金（FOF）
工银瑞信瑞福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工银瑞信新能源汽车主题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工银瑞信精选金融地产行业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工银瑞信上证 50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工银瑞信红利优享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工银瑞信上证 50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
工银瑞信尊享短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工银瑞信养老目标日期 2050 五年持有期混合型发起式基金中基金（FOF）
工银瑞信中债 3-5 年国开行债券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工银瑞信战略新兴产业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工银瑞信尊利中短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工银瑞信科技创新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工银瑞信沪深 300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工银瑞信中债 1-3 年农发行债券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工银瑞信添慧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工银瑞信中债 1-3 年国开行债券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工银瑞信瑞泽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工银瑞信沪深 300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
工银瑞信养老目标日期 2040 三年持有期混合型发起式基金中基金（FOF）
工银瑞信中证 500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工银瑞信粤港澳大湾区创新 100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工银瑞信瑞弘 3 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工银瑞信智远动态配置三个月持有期混合型基金中基金（FOF）
工银瑞信中债 1-5 年进出口行债券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工银瑞信深证 100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工银瑞信粤港澳大湾区创新 100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
工银瑞信产业升级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工银瑞信瑞安 3 个月定期开放纯债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工银瑞信泰颐三年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工银瑞信养老目标日期 2045 三年持有期混合型发起式基金中基金（FOF）
工银瑞信消费行业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工银瑞信开元利率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工银瑞信黄金交易型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
工银瑞信圆兴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工银瑞信聚和一年定期开放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工银瑞信科技创新 6 个月定期开放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工银瑞信黄金交易型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
工银瑞信高质量成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工银瑞信彭博国开行债券 1-3 年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工银瑞信 MSCI 中国 A 股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工银瑞信泰和 39 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工银瑞信新兴制造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工银瑞信创新精选一年定期开放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工银瑞信养老目标日期 2055 五年持有期混合型发起式基金中基金（FOF）
工银瑞信瑞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工银瑞信稳健养老目标一年持有期混合型发起式基金中基金（FOF）
工银瑞信上证科创板 50 成份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工银瑞信健康生活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工银瑞信优质成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工银瑞信双盈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工银瑞信聚利 18 个月定期开放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工银瑞信灵动价值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工银瑞信优选对冲策略灵活配置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工银瑞信圆丰三年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工银瑞信中证科技龙头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工银瑞信中证沪港深互联网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工银瑞信中证消费服务领先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工银瑞信中证创新药产业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工银瑞信创新成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工银瑞信创业板两年定期开放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工银瑞信成长精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工银瑞信上证科创板 50 成份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
工银瑞信瑞达一年定期开放纯债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工银瑞信战略远见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工银瑞信大和日经 225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QDII）
工银瑞信宁瑞 6 个月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工银瑞信瑞盛一年定期开放纯债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工银瑞信聚瑞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工银瑞信聚丰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工银瑞信核心优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工银瑞信中证线上消费主题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工银瑞信深证物联网 50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工银瑞信双玺 6 个月持有期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工银瑞信中证 180ESG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工银瑞信稳健回报 60 天持有期短债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工银瑞信聚润 6 个月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工银瑞信景气优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工银瑞信中证科技龙头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发起式联接基金
工银瑞信国证新能源车电池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工银瑞信聚享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工银瑞信聚宁 9 个月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工银瑞信恒兴 6 个月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工银瑞信聚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工银瑞信平衡回报 6 个月持有期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工银瑞信兴瑞一年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工银瑞信食品饮料行业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工银瑞信聚益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工银瑞信稳健瑞盈一年持有期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工银瑞信价值稳健 6 个月持有期混合型基金中基金(FOF)
工银瑞信睿智进取股票型基金中基金（FOF-LOF）
工银瑞信中证沪港深互联网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发起式联接基金
工银瑞信瑞和 3 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工银瑞信中证 500 六个月持有期指数增强型证券投资基金
工银瑞信悦享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工银瑞信平衡养老目标三年持有期混合型发起式基金中基金(FOF)
工银瑞信民瑞一年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工银瑞信中证创新药产业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发起式联接基金
工银瑞信养老目标日期 2060 五年持有期混合型发起式基金中基金(FOF)
工银瑞信招瑞一年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工银瑞信瑞富一年定期开放纯债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工银瑞信瑞兴一年定期开放纯债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工银瑞信核心机遇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工银瑞信优势领航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工银瑞信价值成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工银瑞信瑞恒 3 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工银瑞信优质发展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工银瑞信行业优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工银瑞信国证新能源车电池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发起式联接基金
工银瑞信国证港股通科技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工银瑞信中证同业存单 AAA 指数 7 天持有期证券投资基金
工银瑞信中证上海环交所碳中和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工银瑞信专精特新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工银瑞信稳健丰瑞 90 天持有期短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工银瑞信安裕积极一年持有期混合型基金中基金(FOF)
工银瑞信瑞诚一年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的 2022 年第 4 季度报告全文于 2023 年 1 月

20 日在本公司网站（www.icbccs.com.cn）和中国证监会基金电子披露网站（HYPERLI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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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0-811-999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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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银瑞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3 年 1 月 20 日

中融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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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融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旗下：
中融货币市场基金
中融国企改革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中融新机遇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中融新经济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中融鑫起点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中融产业升级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中融融安二号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中融盈泽中短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中融恒泰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中融睿祥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中融上海清算所银行间 1-3 年中高等级信用债指数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中融竞争优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中融物联网主题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中融现金增利货币市场基金
中融恒信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中融鑫思路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中融核心成长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中融鑫价值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中融沪港深大消费主题灵活配置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中融聚商 3 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中融智选红利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中融聚业 3 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中融季季红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中融聚安 3 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中融量化精选混合型基金中基金（FOF）
中融恒裕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中融恒惠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中融聚明 3 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中融高股息精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中融医疗健康精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中融策略优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中融聚汇 3 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中融央视财经 50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
中融聚通 3 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中融恒鑫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中融中证 500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
中融睿嘉 39 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中融睿享 86 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中融研发创新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中融品牌优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中融聚锦一年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中融恒安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中融智选对冲策略 3 个月定期开放灵活配置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中融价值成长 6 个月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中融中债 1-5 年国开行债券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中融融慧双欣一年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中融成长优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中融景瑞一年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中融产业趋势一年定期开放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中融景颐 6 个月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中融行业先锋 6 个月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中融鑫锐研究精选一年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中融恒阳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中融景盛一年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中融恒益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中融高质量成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中融景泓一年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中融聚优一年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中融低碳经济 3 个月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中融景惠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中融匠心优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中融金融鑫选 3 个月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中融恒利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中融成长先锋一年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中融添益进取 3 个月持有期混合型发起式基金中基金（FOF）
中融恒泽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中融优势产业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中融益海 30 天滚动持有短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中融兴鸿优选一年封闭运作混合型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中融医药消费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中融融盛双盈一年封闭运作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中融益泓 90 天滚动持有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中融养老目标日期 2045 三年持有期混合型发起式基金中基金（FOF）
中融恒通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中融央视财经 50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中融国证钢铁行业指数型证券投资基金
中融中证煤炭指数型证券投资基金
中融创业板两年定期开放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中融日日盈交易型货币市场基金
中融中证 500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的季度报告全文于 2023 年 1 月 20 日在本公司

网站（www.zrfund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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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0-160-6000，010-5651729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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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融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3 年 1 月 20 日

工银瑞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旗下
基金投资九洲药业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公告

工银瑞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旗下基金参加了浙江九洲药业股份有限公
司（九洲药业，代码 60345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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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有关规定，本公司现将旗下基金投资浙江九洲药业股份
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情况披露如下：

序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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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工银瑞信前沿医疗股票型
证券投资基金 2,089,327 80,000,330.83 0.46% 87,668,160.92 0.50% 6 个

月

2 工银瑞信养老产业股票型
证券投资基金 391,747 14,999,992.63 0.40% 16,437,704.12 0.44% 6 个

月

3 工银瑞信医疗保健行业股
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522,329 19,999,977.41 0.36% 21,916,924.84 0.39% 6 个

月

4 工银瑞信双利债券型证券
投资基金 365,630 13,999,972.70 0.08% 15,341,834.80 0.09% 6 个

月

5 工银瑞信增强收益债券型
证券投资基金 261,164 9,999,969.56 1.11% 10,958,441.44 1.22% 6 个

月

6 工银瑞信添颐债券型证券
投资基金 182,815 6,999,986.35 0.30% 7,670,917.40 0.33% 6 个

月

7 工银瑞信医药健康行业股
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783,494 29,999,985.26 0.88% 32,875,408.24 0.97% 6 个

月

8 工银瑞信健康生活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 391,747 14,999,992.63 1.05% 16,437,704.12 1.16% 6 个

月

9 工银瑞信兴瑞一年持有期
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391,747 14,999,992.63 0.74% 16,437,704.12 0.81% 6 个

月

10 工银瑞信成长精选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 783,494 29,999,985.26 1.94% 32,875,408.24 2.13% 6 个

月
注：基金资产净值、账面价值为 2023 年 1 月 18 日数据。
特此公告。

工银瑞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3 年 1 月 20 日

摩根士丹利华鑫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旗下
全部基金 2022 年 4 季度报告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董事保证基金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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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摩根士丹利华鑫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旗下基金名单如下：
1.摩根士丹利华鑫基础行业证券投资基金
2.摩根士丹利华鑫资源优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LOF)
3.摩根士丹利华鑫领先优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4.摩根士丹利华鑫强收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5.摩根士丹利华鑫卓越成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6.摩根士丹利华鑫消费领航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7.摩根士丹利华鑫多因子精选策略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8.摩根士丹利华鑫深证 300 指数增强型证券投资基金
9.摩根士丹利华鑫主题优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0.摩根士丹利华鑫多元收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11.摩根士丹利华鑫量化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2.摩根士丹利华鑫双利增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13.摩根士丹利华鑫纯债稳定增利 18 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14.摩根士丹利华鑫品质生活精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15.摩根士丹利华鑫进取优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16.摩根士丹利华鑫纯债稳定添利 18 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17.摩根士丹利华鑫优质信价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18.摩根士丹利华鑫量化多策略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19.摩根士丹利华鑫健康产业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20.摩根士丹利华鑫万众创新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21.摩根士丹利华鑫科技领先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22.摩根士丹利华鑫 ESG 量化先行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23.摩根士丹利华鑫 MSCI 中国 A 股指数增强型证券投资基金
24.摩根士丹利华鑫灵动优选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25.摩根士丹利华鑫优悦安和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26.摩根士丹利华鑫丰裕 63 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27.摩根士丹利华鑫内需增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28.摩根士丹利华鑫民丰盈和一年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29.摩根士丹利华鑫新兴产业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30.摩根士丹利华鑫招惠一年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31.摩根士丹利华鑫优享臻选六个月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32.摩根士丹利华鑫沪港深精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33.摩根士丹利华鑫养老目标日期 2040 三年持有期混合型发起式基金中基金(FOF)
34.摩根士丹利华鑫现代服务业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35.摩根士丹利华鑫安盈稳固六个月持有期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上述基金的 2022 年 4 季度报告全文于 2023 年 1 月 20 日在本公司网站 www.msfund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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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0-8888-66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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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摩根士丹利华鑫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3 年 1 月 20 日

先锋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董事长（法定代表人）变更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23 年 01 月 20 日
1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管理人名称 先锋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证券基金经营机构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从业人员监督管理办法》等有关法规

高管变更类型 新任基金管理人董事长（法定代表人），离任基金管理人董事长（法
定代表人）

2 新任董事长的相关信息
职务 先锋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法定代表人）
姓名 Wong Leah Kuen
任职日期 2023 年 01 月 19 日

过往从业经历

历任中信证券国际有限公司资产管理部 、研究部首席分析师 ，摩根
士丹利华鑫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投资 （银行 ）部中国区副总裁 ，兴业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私人银行部总行境外投资处处长 、 兼任香港分
行私行部副总经理 ，香港伟恩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执行总裁 ，江苏联
和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取得的相关从业资格 基金从业资格
国籍 澳大利亚
学历、学位 研究生 、硕士

3 离任董事长的相关信息
职务 先锋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法定代表人）

姓名 张松孝

离任原因 个人原因

离任日期 2023 年 01 月 19 日

转任本公司其他工作岗位的说明 -
4 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上述变更事项，已经先锋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一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并按有关规

定履行备案手续。 相关工商变更手续已完成，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10105MA005H836K保持不变。
特此公告。

先锋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3 年 01 月 20 日

先锋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高级管理人员变更的公告

送出日期：2023 年 01 月 20 日
1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管理人名称 先锋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证券基金经营机构董事 、
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及从业人员监督管理办法》等有关法规

高管变更类型 离任基金管理公司副总经理

2 离任高级管理人员的相关信息

离任高级管理人员职务 副总经理

离任高级管理人员姓名 陈锦

离任原因 个人原因

离任日期 2023 年 01 月 19 日

是否转任本公司其他工作岗位 -
3 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上述变更事项，经先锋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三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并按有关

规定履行备案手续。
特此公告。

先锋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3 年 01 月 20 日

先锋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高级管理人员变更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23 年 01 月 20 日
1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管理人名称 先锋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证券基金经营机构董事 、
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及从业人员监督管理办法》等有关法规

高管变更类型 新任基金管理人总经理、离任基金管理人总经理

2 新任高级管理人员的相关信息
新任高级管理人员职务 总经理
新任高级管理人员姓名 龙涌
是否经中国证监会核准取得高管任职资格 —
中国证监会核准高管任职资格的日期 —
任职日期 2023 年 01 月 19 日

过往从业经历

历任南方证券有限公司投资部投资经理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投资银
行事业部内核负责人兼内核办主任 、资本市场部总经理 ，国信弘盛私募
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投资银行事业部副总
经理

取得的相关从业资格 基金从业资格 ，证券从业资格，中国法律职业资格，中国注册会计师资格
国籍 中国
学历、学位 本科

3 离任高级管理人员的相关信息
离任高级管理人员职务 总经理

离任高级管理人员姓名 Wong Leah Kuen
离任原因 公司安排

离任日期 2023 年 01 月 19 日

4 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上述变更事项已经先锋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并按有关

规定履行备案手续。
特此公告。

先锋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3 年 01 月 20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