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银河鸿利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更新摘要)

【重要提示】

本基金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２０１５年５月２９日 《关于准予银河鸿

利灵活配置混合

型证券投资基金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２０１５】１０７４号）的注册，进

行募集。

基金管理人保证《银河鸿利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以下简

称“招募

说明书”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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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金管理人依照恪尽职守、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财产，但

不保证投

资本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基金份额持有人的最低收益；因基金价格可升可跌，

亦不保证基

金份额持有人能全数取回其原本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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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人

在投资

本基金前，需全面认识本基金产品的风险收益特征和产品特性，充分考虑自身的

风险承受能

力，理性判断市场，对投资本基金的意愿、时机、数量等投资行为作出独立决策。

投资人根据所

持有份额享受基金的收益，但同时也需承担相应的投资风险。投资本基金可能遇

到的风险包

括：市场风险、管理风险、流动性风险、信用风险、本基金投资策略所特有的风

险、投资股指期

货、国债期货的特定风险和未知价风险等等。

本基金为混合型基金，属于证券投资基金中的中等风险品种，其预期风险与预期

收益高

于债券型基金和货币市场基金，低于股票型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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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保证基

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投资有风险，投资人在投资本基金前应认真阅读本招募说明书。基金的过往业绩

并不代

表未来表现。基金管理人管理的其他基金的业绩并不构成对本基金业绩表现的保

证。

本招募说明书所载内容截止日为２０１６年 １２月 １９日，有关财务数据和净

值表现截止日为

２０１６年 ９月 ３０日（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原招募说明书与本次更新的招募说明书不一致的，以本次更新的招募说明书为准。

一、基金管理人

（一）基金管理人概况

基金管理人：银河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住所：上海市浦东新区世纪大道１５６８号１５层

办公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世纪大道１５６８号１５层

法定代表人：许国平

成立日期：２００２年６月１４日

注册资本：２．０亿元人民币

电话：（０２１）３８５６８８８８

联系人：罗琼

股权结构：

持股单位 出资额（万元） 占总股本比例

中国银河金融控股有限责任公司 １００００ ５０％

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 ２５００ １２．５％

上海城投（集团）有限公司 ２５００ １２．５％

首都机场集团公司 ２５００ １２．５％

湖南电广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２５００ １２．５％

合 计 ２００００ １００％

（二）主要人员情况

１、基金管理人董事、监事、经理及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基本情况

１、基金管理人董事、监事、经理及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基本情况



董事长许国平先生，中共党员，经济学博士。２０１４年４月被选举为银河基金

管理有限公司

董事长。历任中国人民银行国际司处长、东京代表处代表、研究局调研员、金融

稳定局体改处

处长，中央汇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建行股权管理部主任，中国银河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总经理。

现任中国银河金融控股有限责任公司董事、副总经理、党委委员。

董事刘立达先生，中共党员，英国威尔士大学（班戈）金融ＭＢＡ。２０１４年

４月被选举为银河

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董事。１９８８年至２００８年在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工作， 

历任金融研究所国内金

融研究室助理研究员，研究局资本市场处主任科员、货币政策处副调研员。２０

０８年６月进入中

国银河金融控股有限责任公司工作，曾任股权管理运营部总经理、银河保险经纪

公司董事、战

略发展部总经理、综合管理部总经理等职。现任银河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

董事王志强先生，中共党员，工商管理硕士。２００６年３月被选举为银河基金

管理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董事，第三届董事会、第四届董事会连任。历任上海机电（集团）

公司科长、处长、

总会计师，上海久事公司计财部副总，上海市城市建设投资开发总公司计财部副

总经理、副总

会计师等职。现任上海市城市建设投资开发总公司副总经理。

董事熊人杰先生，大学本科学历。２００６年３月被选举为银河基金管理有限公

司第二届董事

会董事，第三届董事会、第四届董事会连任。曾任职于湖南人造板厂进出口公司、

湖南省广电

总公司、湖南电广传媒股份有限公司。现任深圳市达晨创业投资公司副总裁。

董事唐光明先生，中共党员，硕士研究生学历。２０１１年１０月被选举为银河

基金管理有限公

司第三届董事会董事，第四届董事会连任。历任中国船舶工业总公司综合计划司

投资一处科

员，金飞民航经济发展中心项目经理，首都机场集团公司业务经理。现任首都机



场集团公司资

本运营部副总经理。

董事卢丽平女士，中共党员，大学本科学历。２０１５年９月被选举为银河基金

管理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董事。历任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劳动工资局劳动组织处副处长、

社会保险

中心副主任，苏丹大尼罗河石油作业公司人力资源部高级主管，中油国际（苏丹）

劳动工资部

部门经理，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人事劳资部劳动组织处处长、中国石油天然

气集团公司

资本运营部专职董事。

独立董事王福山先生，大学本科学历，高级工程师。２００２年６月被选举为银

河基金管理有

限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第二届、第三届、第四届董事会连任。历任北京

大学教师，国家

地震局副司长，中国人民保险公司部门总经理，中国人保信托投资公司副董事长，

深圳阳光基

金管理公司董事长等职。现任中国人寿保险公司巡视员。

独立董事王建宁先生，中共党员，硕士，律师。２０１５年１１月被选举为银河

基金管理有限公

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历任国家建设委员会干部，国家经济委员会外事局干

部，国家计划

委员会工业经济联合会国际部干部，日本野村证券株式会社总部投资及咨询顾问，

全国律协

会员法律助理，现任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律师、合伙人。

独立董事郭田勇先生，２０１４年４月被选举为银河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中央财经大

学金融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央财经大学中国银行业研究中心主任。亚洲开

发银行高级顾

问、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咨询专家、中国银监会外聘专家、中国支付清

算协会互联网

金融专家委员会委员、中国国际金融学会理事。

独立董事李笑明先生，中共党员，经济师。２０１４年４月被选举为银河基金管



理有限公司独

立董事。 历任中国人民银行国家外汇管理局办公室副主任、主任；国家外汇管

理局办公室副

主任、主任；中央汇金投资有限公司副总经理；中再保、国开行董事。

监事长李立生先生，中共党员，硕士研究生学历。历任建设部标准定额研究所助

理研究

员，中国华融信托投资公司证券总部研究发展部副经理，中国银河证券有限责任

公司研究中

心综合研究部副经理，银河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筹备组成员，银河基金管理有限公

司研究部总

监、基金管理部总监、基金经理、金融工程部总监、产品规划部总监、督察长等

职。

监事朱洪先生，中共党员，经济学硕士，高级经济师。历任中国工商银行华融信

托投资公

司华东分部总经理、远东房地产公司总经理；银河证券上海总部党委书记、总经

理、公司纪检

委员；亚洲证券（银河证券党委派任）总裁、党委书记；银河保险经纪公司总经

理、董事长等职，

现任中国银河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董事。

监事赵斌先生，中共党员，大学本科学历。２０１５年１１月被选举为银河基金

管理有限公司第

四届监事会监事。先后任职于北京城建华城监理公司、银河证券有限公司。现为

银河基金管理

有限公司员工。

总经理刘立达先生，中共党员，英国威尔士大学（班戈）金融ＭＢＡ。１９８８

年至２００８年在中国

人民银行总行工作，历任金融研究所国内金融研究室助理研究员，研究局资本市

场处主任科

员、货币政策处副调研员等职。２００８年６月进入中国银河金融控股有限责任

公司工作，曾任股

权管理运营部总经理、银河保险经纪公司董事、战略发展部总经理、综合管理部

总经理。

副总经理陈勇先生，中共党员，大学本科学历。历任哈尔滨证券公司友谊路证券



交易营业

部电脑部经理、和平路营业部副总经理，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哈尔滨和平路营

业部总经理、

联合证券公司投资银行总部高级经理， 中国银河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总裁办公室

秘书处副处

长、处长、（党委办公室）副主任，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总裁办公室（党

委办公室）副主任

（主持工作），期间任北京证券业协会秘书长（兼），中国银河金融控股有限责

任公司战略发展

部执行总经理，现兼任银河资本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法定代表人。

督察长董伯儒先生，中共党员，博士研究生学历。历任中国东方信托投资公司经

理，中国银

河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基金部高级经理，银河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支持保障部总监、

监察部总监。

２、本基金基金经理

韩晶先生，中共党员，经济学硕士，１４年证券从业经历，先后就职于中国民族

证券有限责

任公司，期间从事交易清算、产品设计、投资管理等工作。２００８年６月加入

银河基金管理有限公

司，先后担任债券经理助理、债券经理等职务。２０１０年１月至２０１３年３

月担任银河收益证券投资

基金的基金经理，２０１１年８月起担任银河银信添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的基

金经理，２０１２年１１

月起担任银河领先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的基金经理，２０１４年７月起担任银河

收益证券投资基

金的基金经理，２０１５年４月起担任银河鑫利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的

基金经理，２０１５年

６月起担任银河鸿利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的基金经理，２０１６年３月

起担任银河泽利保

本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银河润利保本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的基金经理， ２０

１６年５月起担任

银河旺利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的基金经理，２０１６年８月起担任银河

君尚灵活配置混



合型证券投资基金的基金经理，，２０１６年９月起担任银河君信灵活配置混合

型证券投资基金的

基金经理、 银河君荣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的基金经理，２０１６年１

１月起担任银河君耀

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的基金经理。２０１６年５月起担任固定收益部负

责人。 蒋磊先生，

硕士研究生学历，１０年证券从业经历。曾先后在星展银行（中国）有限公司、

中宏人寿保险有限

公司工作。２０１６年４月加入银河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就职于固定收益部。

３、投资决策委员会成员

总经理刘立达先生，副总经理陈勇先生，总经理助理兼股票投资部总监钱睿南先

生，总经

理助理兼市场部总监兼战略规划部总监吴磊先生，研究部总监刘风华女士，固定

收益部负责

人韩晶先生，股票投资部基金经理张杨先生，股票投资部基金经理神玉飞先生。

上述人员之间均无近亲属关系。

二、基金托管人

（一）基金托管人概况

１、基本情况

名称：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简称“中信银行”）

住所：北京市东城区朝阳门北大街９号

办公地址：北京市东城区朝阳门北大街９号

法定代表人：李庆萍

成立时间：１９８７年４月７日

组织形式：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４６７．８７３亿元人民币

存续期间：持续经营

批准设立文号：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办公厅国办函［１９８７］１４号

基金托管业务批准文号：中国证监会证监基字［２００４］１２５号

联系人：中信银行资产托管部

联系电话： ０１０－８９９３６３３０

传真：０１０－８５２３００２４

客服电话：９５５５８



网址：ｂａｎｋ．ｅｃｉｔｉｃ．ｃｏｍ

经营范围：吸收公众存款；发放短期、中期和长期贷款；办理国内外结算；办理

票据承兑与

贴现；发行金融债券；代理发行、代理兑付、承销政府债券；买卖政府债券、金

融债券；从事同业

拆借；买卖、代理买卖外汇；从事银行卡业务；提供信用证服务及担保；代理收

付款项；提供保

管箱服务；结汇、售汇业务；代理开放式基金业务；办理黄金业务；黄金进出口；

开展证券投资

基金、企业年金基金、保险资金、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托管业务；经国务院银行

业监督管理机

构批准的其他业务；保险兼业代理业务（有效期至２０１７年０９月０８日）。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

中信银行（６０１９９８．ＳＨ、０９９８．ＨＫ）成立于１９８７年，原名中

信实业银行，是中国改革开放中最

早成立的新兴商业银行之一，是中国最早参与国内外金融市场融资的商业银行，

并以屡创中

国现代金融史上多个第一而蜚声海内外。伴随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中信实业银

行在中国金

融市场改革的大潮中逐渐成长壮大，于２００５年８月，正式更名“中信银行”

。２００６年１２月，以中国

中信集团和中信国际金融控股有限公司为股东，正式成立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同年，成功

引进战略投资者，与欧洲领先的西班牙对外银行（ＢＢＶＡ）建立了优势互补的

战略合作关系。

２００７年４月２７日，中信银行在上海交易所和香港联合交易所成功同步上市。

２００９年，中信银行

成功收购中信国际金融控股有限公司（简称：中信国金）７０．３２％股权。经

过近三十年的发展，中

信银行已成为国内资本实力最雄厚的商业银行之一，是一家快速增长并具有强大

综合竞争力

的全国性商业银行。



２００９年，中信银行通过了美国ＳＡＳ７０内部控制审订并获得无保留意见的

ＳＡＳ７０审订报告，

表明了独立公正第三方对中信银行托管服务运作流程的风险管理和内部控制的健

全有效性

全面认可。

２、主要人员情况

孙德顺先生，中信银行行长。１９５８年出生，东北财经大学经济学硕士。１９

８１年４月至１９８４年

５月，就职于中国人民银行。１９８４年５月至２００５年１１月，任职中国工

商银行海淀区办事处、海淀

区支行、北京分行、总行数据中心（北京）等单位。１９９５年１２月至２００

５年１１月，任中国工商银行

北京分行行长助理、副行长。１９９９年１月至２００４年４月，兼任中国工商

银行总行数据中心（北京）

总经理。２００５年１２月至２００９年１２月，任交通银行北京分行行长。２

０１０年１月至２０１１年１０月，任交

通银行北京管理部副总裁，兼任北京分行行长。２０１１年１０月至２０１４年

５月，任中信银行副行长。

２０１４年５月至２０１６年６月，任中信银行常务副行长。

杨毓先生， 中信银行副行长，分管托管业务。１９６２年１２月生，２０１１

年４月起担任中国建设

银行江苏省分行行长，党委书记；２００６年７月至２０１１年３月担任中国建

设银行河北省分行行长，

党委书记；１９８２年８月至２００６年７月在中国建设银行河南省分行工作，

历任计划财务处科员，副

处长，信阳地区中心支行副行长，党组成员，计划处处长，中介处处长，郑州市

铁路专业支行行

长，党组书记，郑州分行行长，党委书记，金水支行行长，党委书记，河南省分

行副行长，党委副

书记。

刘泽云先生，现任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资产托管部总经理，经济学博士。１９

９６年８月进

入本行工作，历任总行行长秘书室科长、总行投资银行部处经理、总行资产保全



部主管、总行

国际业务部总经理助理、副总经理、副总经理（主持工作）。

３、基金托管业务经营情况

２００４ 年８ 月１８ 日，中信银行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和中国银行业

监督管理委员会

批准，取得基金托管人资格。中信银行本着“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切

实履行托管人职

责。

截至２０１６年三季度末，中信银行已托管１０３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以及

证券公司资产管

理产品、信托产品、企业年金、股权基金、ＱＤＩＩ等其他托管资产，托管总规

模达到５．９２万亿元人

民币。

（二）基金托管人的内部控制制度

１、内部控制目标。强化内部管理，确保有关法律法规及规章在基金托管业务中

得到全面

严格的贯彻执行；建立完善的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保证基金托管业务持续、稳

健发展；加强

稽核监察，建立高效的风险监控体系，及时有效地发现、分析、控制和避免风险，

确保基金财产

安全，维护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

２、 内部控制组织结构。中信银行总行建立了风险管理委员会，负责全行的风

险控制和风

险防范工作；托管部内设内控合规岗，专门负责托管部内部风险控制，对基金托

管业务的各个

工作环节和业务流程进行独立、客观、公正的稽核监察。

３、内部控制制度。中信银行严格按照《基金法》以及其他法律法规及规章的规

定，以控制

和防范基金托管业务风险为主线，制定了《中信银行基金托管业务管理办法》、

《中信银行基金

托管业务内部控制管理办法》和《中信银行托管业务内控检查实施细则》等一整

套规章制度，

涵盖证券投资基金托管业务的各个环节，保证证券投资基金托管业务合法、合规、



持续、稳健

发展。

４、内部控制措施。建立了各项规章制度、操作流程、岗位职责、行为规范等，

从制度上、人

员上保证基金托管业务稳健发展；建立了安全保管基金财产的物质条件，对业务

运行场所实

行封闭管理，在要害部门和岗位设立了安全保密区，安装了录像、录音监控系统，

保证基金信

息的安全；建立严密的内部控制防线和业务授权管理等制度，确保所托管的基金

财产独立运

行；营造良好的内部控制环境，开展多种形式的持续培训，加强职业道德教育。

（三）基金托管人对基金管理人运作基金进行监督的方法和程序

基金托管人根据《基金法》、《运作办法》、《信息披露办法》、基金合同、托

管协议和有关法

律法规及规章的规定，对基金的投资运作、基金资产净值计算、基金份额净值计

算、应收资金

到账、基金费用开支及收入确定、基金收益分配、相关信息披露、基金宣传推介

材料中登载的

基金业绩表现数据等进行监督和核查。

如基金托管人发现基金管理人违反《基金法》、《运作办法》、《信息披露办法》

、基金合同和

有关法律法规及规章的行为，将及时以书面形式通知基金管理人限期纠正。在限

期内，基金托

管人有权随时对通知事项进行复查，督促基金管理人改正。基金托管人发现基金

管理人有重

大违规行为或违规事项未能在限期内纠正的，基金托管人将以书面形式报告中国

证监会。

三、相关服务机构

（一）基金份额发售机构

１、直销机构

（１）银河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办公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世纪大道１５６８号１５层

法定代表人：许国平



公司网站：ｗｗｗ．ｇａｌａｘｙａｓｓｅｔ．ｃｏｍ（支持网上交易）

客户服务电话：４００－８２０－０８６０

直销业务电话：（０２１）３８５６８９８１／ ３８５６８５０７

传真交易电话：（０２１）３８５６８９８５

联系人：郑夫桦、张鸿、赵冉

（２）银河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

地址：北京市西城区月坛西街６号院Ａ－Ｆ座三层（邮编：１０００４５）

电话：（０１０）５６０８６９００

传真：（０１０）５６０８６９３９

联系人：孙妍

（３）银河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广州分公司

住所：广州市天河区天河北路９０－１０８号光华大厦西座三楼（邮编： ５１

０６２０）

电话：（０２０）３７６０２２０５

传真：（０２０）３７６０２３８４

联系人：史忠民

（４）银河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哈尔滨分公司

住所：哈尔滨市南岗区果戈里大街２０６号三层

电话：（０４５１）８２８１２８６７

传真：（０４５１）８２８１２８６９

联系人：崔勇

（５）银河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南京分公司

住所：南京市江东中路２０１号３楼南京银河证券江东中路营业部内（邮编：

２１００１９）

传真：（０２５）８４５２３７２５

联系人：李晓舟

（６）银河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

住所：深圳市福田区深南大道４００１号时代金融中心大厦６Ｆ（邮编：５１８

０４６）

电话：（０７５５）８２７０７５１１

传真：（０７５５）８２７０７５９９

联系人：史忠民

２、场外代销机构



（１）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北京市东城区朝阳门北大街富华大厦Ｃ座

法定代表人：常振明

客户服务电话：９５５５８

网址：ｂａｎｋ．ｅｃｉｔｉｃ．ｃｏｍ

（２）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上海市银城中路１８８号

办公地址：上海市银城中路１８８号

法定代表人：牛锡明

联系人：曹榕

电话：（０２１）５８７８１２３４

传真：（０２１）５８４０８４８３

客户服务电话：９５５５９

网址：ｗｗｗ．ｂａｎｋｃｏｍｍ．ｃｏｍ

（３）东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东莞市南城路２号

法定代表人：何沛良

客户服务电话：９６１１２２

网址：ｗｗｗ．ｄｒｃｂａｎｋ．ｃｏｍ

（４）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３５号国际企业大厦Ｃ座

法定代表人：陈共炎

电话：（０１０）６６５６８２９２

传真：（０１０）６６５６８９９０

联系人：邓颜

客户服务电话：４００－８８８－８８８８

网址：ｗｗｗ．ｃｈｉｎａｓｔｏｃｋ．ｃｏｍ．ｃｎ

（５）天相投资顾问有限公司

住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街１９号富凯大厦Ｂ座７０１

办公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街５号新盛大厦Ｂ座４层

法定代表人：林义相

电话：（０１０）６６０４５５６６

传真：（０１０）６６０４５５００



联系人：林爽

客户服务电话：（０１０）６６０４５６７８

网址：ｗｗｗ．ｔｘｓｅｃ．ｃｏｍ／ ｊｉｊｉｎ．ｔｘｓｅｃ．ｃｏｍ

（６）信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北京市西城区闹市口大街９号院１号楼

办公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闹市口大街９号院１号楼

法定代表人：张志刚

电话：（０１０）６３０８１０００

传真：（０１０） ６３０８０９７８

联系人：唐静

客户服务电话：９５３２１

网址：ｗｗｗ．ｃｉｎｄａｓｃ．ｃｏｍ

（７）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上海市静安区新闸路１５０８号

法定代表人：薛峰

电话：（０２１）２２１６９９９９

传真：（０２１）２２１６９１３４

联系人：李芳芳

客户服务电话：９５５２５

网址：ｗｗｗ．ｅｂｓｃｎ．ｃｏｍ

（８）平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深圳市福田区金田路大中华国际交易广场８楼

办公地址：深圳市福田区金田路大中华国际交易广场８楼

法定代表人：杨宇翔

电话：（０７５５）２２６２６３９１

传真：（０７５５）８２４００８６２

客户服务电话：９５５１１－８

联系人：郑舒丽

网址： ｗｗｗ．ｐｉｎｇａｎ．ｃｏｍ

（９）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深南大道７０８８号招商银行大厦第Ａ层

办公地址：北京市朝阳区亮马桥路４８号中信证券大厦２０层经纪业务管理部

法定代表人： 王东明



电话：（０１０）８４６８３８９３

传真：（０１０）８４６８５５６０

联系人：陈忠

客户服务电话：９５５５８

网址：ｗｗｗ．ｃｓ．ｅｃｉｔｉｃ．ｃｏｍ

（１０）中信证券（山东）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青岛市崂山区深圳路２２２号青岛国际金融广场１号楼第２０层

办公地址：青岛市崂山区深圳路２２２号青岛国际金融广场１号楼第２０层

法定代表人：杨宝林

电话：（０５３２）８５０２２３２６

传真：（０５３２）８５０２２６０５

联系人：吴忠超

客户服务电话：（０５３２）９６５７７

网址：ｗｗｗ．ｚｘｗｔ．ｃｏｍ．ｃｎ

（１１）中山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深圳市南山区科技中一路西华强高新发展大楼７层、８层

法定代表人：吴永良

电话：（０７５５）８２９４３７５５

传真：（０７５５）８２９４０５１１

联系人：刘军

客户服务电话：４００－１０２－２０１１

网址：ｗｗｗ．ｚｓｚｑ．ｃｏｍ．ｃｎ

（１２）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

住所：北京建国门外大街１号国贸大厦２座２７层及２８层

办公地址：北京市建国门外大街１号国贸大厦２座６层

法定代表人：金立群

电话：（０１０）６５０５１１６６

传真：（０１０）６５０５８０６５

联系人：肖婷

网址：ｗｗｗ．ｃｉｃｃ．ｃｏｍ．ｃｎ

（１３）申万宏源证券有限公司

住所：上海市徐汇区长乐路９８９号４５层

法定代表人：李梅



电话：（０２１）３３３８９８８８

传真：（０２１）３３３８８２２４

联系人：黄莹

客户服务电话：９５５２３或４００８８９５５２３

网址： ｗｗｗ．ｓｗｈｙｓｃ．ｃｏｍ

（１４）申万宏源西部证券有限公司

住所：新疆乌鲁木齐市高新区（新市区）北京南路３５８号大成国际大厦２０楼

２００５室

法定代表人：许建平

电话：（０１０）８８０８５８５８

传真：（０１０）８８０８５１９５

联系人：李巍

客户服务电话：４００－８００－０５６２

网址：ｗｗｗ．ｈｙｓｅｃ．ｃｏｍ

（１５）东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江苏省常州市延陵西路２３号投资广场１８－１９楼

办公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东方路１９２８号东海证券大厦

法定代表人：朱科敏

电话：（０２１）２０３３３３３３

传真：（０２１）５０４９８８５１

联系人：王一彦

客户服务电话：９５５３１；４００－８８８８－５８８

网址： ｗｗｗ．ｌｏｎｇｏｎｅ．ｃｏｍ．ｃｎ

（１６）金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海口市南宝路３６号证券大厦４楼

办公地址：深圳市深南大道４００１号时代金融中心１７层

法定代表人：陆涛

电话：（０７５５）８３０２５６６６

传真：（０７５５）８３０２５６２５

联系人：蒋浩

客户服务电话：４００－８８８８－２２８

网址：ｗｗｗ．ｊｙｚｑ．ｃｎ

（１７）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深圳市福田区益田路江苏大厦Ａ座３８－４５层

法定代表人：宫少林

电话：（０７５５）８２９４３６６６

传真：（０７５５）８２９４３６３６

联系人：林生迎

客户服务电话：９５５６５、４００８８８８１１１

网址： ｗｗｗ．ｎｅｗｏｎｅ．ｃｏｍ．ｃｎ

（１８）华龙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甘肃省兰州市城关区静宁路３０８号

办公地址：甘肃省兰州市城关区东岗西路６３８号

法定代表人：李晓安

电话：（０９３１）４８９０１００、（０９３１）４８９０６１９

传真：（０９３１）４８９０６２８

联系人：邓鹏怡

客户服务电话：９６６６８、４００６８９８８８８

网址：ｗｗｗ．ｈｌｚｑｇｓ．ｃｏｍ

（１９）中航证券有限公司

住所：江西省南昌市抚河北路２９１号

办公地址：南昌市红谷滩新区红谷中大道１６１９号国际金融大厦Ａ座４１楼

法定代表人：杜航

电话：（０７９１）６７６８７６３

传真：（０７９１）６７８９４１４

联系人：余雅娜

客户服务电话：４００－８８６６－５６７

网址：ｗｗｗ．ｓｃｓｔｏｃｋ．ｃｏｍ

（２０）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山东省济南市市中区经七路８６号

法定代表人：李玮

电话：（０５３１）６８８８９１５５

传真：（０５３１）６８８８９７５２

联系人：吴阳

客户服务电话：９５５３８

网址：ｗｗｗ．ｚｔｓ．ｃｏｍ．ｃｎ



（２１）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 上海市淮海中路９８号

办公地址：上海市广东路６８９号海通证券大厦

法定代表人：王开国

电话：（０２１）２３２１９０００

传真：（０２１）２３２１９１００

联系人：金芸、李笑鸣

客户服务电话：９５５５３或拨打各城市营业网点咨询电话

网址：ｗｗｗ．ｈｔｓｅｃ．ｃｏｍ

（２２）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湖北省武汉市新华路特８号长江证券大厦

办公地址：湖北省武汉市新华路特８号长江证券大厦

法人代表：胡运钊

电话：（０２７）６５７９９９９９

传真：（０２７）８５４８１９００

联系人：李良

客户服务电话：４００８－８８８－９９９或９５５７９

网址：ｗｗｗ．９５５７９．ｃｏｍ

（２３）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商城路６１８号

办公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银城中路１６８号上海银行大厦２９楼

法定代表人：杨德红

电话：（０２１）３８６７６７６７

传真：（０２１）３８６７０６６６

联系人：芮敏祺、朱雅崴

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８８８８－６６６

网址：ｗｗｗ．ｇｔｊａ．ｃｏｍ／

（２４）上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上海市西藏中路３３６号

办公地址：上海市四川中路２１３号久事商务大厦７楼

法定代表人：龚德雄

联系人：许曼华

电话：（０２１）５３６８６８８８



传真：（０２１）５３６８６１００，０２１－５３６８６２００

客户服务电话：４００８９１８９１８、（０２１）９６２５１８

网址：ｗｗｗ．９６２５１８．ｃｏｍ

（２５）华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安徽省合肥市政务文化新区天鹅湖路１９８号

办公地址：安徽省合肥市政务文化新区天鹅湖路１９８号财智中心Ｂ１座

法定代表人：李工

电话：（０５５１）６５１６１６６６

传真：（０５５１）６５１６１６００

联系人：钱欢

客户服务电话：９５３１８

网址：ｗｗｗ．ｈａｚｑ．ｃｏｍ

（２６）华宝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上海浦东新区世纪大道１００号环球金融中心５７楼

法定代表人：陈林

电话：（０２１）６８７７８０７５

传真：（０２１）６８７７７７２３

联系人：汪明丽

客户服务电话：４００８２０９８９８

网址：ｗｗｗ．ｃｎｈｂｓｔｏｃｋ．ｃｏｍ

（２７）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北京市朝阳区安立路６６号４号楼

办公地址：北京市朝阳门内大街１８８号

法定代表人：王常青

电话：（０１０）８５１３０５８８

传真：（０１０）６５１８２２６１

联系人：权唐

客户服务电话：４００－８８８－８１０８

网址：ｗｗｗ．ｃｓｃ１０８．ｃｏｍ

（２８）华福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福州市五四路１５７号新天地大厦７、８层

办公地址：福州市五四路１５７号新天地大厦７至１０层

法定代表人：黄金琳



电话：（０５９１）８７８４１１６０

传真：（０５９１）８７８４１１５０

联系人：张宗瑞

客户服务电话：０５９１－９６３２６

网址：ｗｗｗ．ｈｆｚｑ．ｃｏｍ．ｃｎ

（２９）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长春市自由大路１１３８号

法定代表人：矫正中

电话：（０４３１）８５０９６５１７

传真：（０４３１）８５０９６７９５

联系人： 安岩岩

客户服务电话：４００６－０００－６８６

网址：ｗｗｗ．ｎｅｓｃ．ｃｎ

（３０）中信期货有限公司

住所：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中心三路８号卓越时代广场（二期）北座１３层１３

０１－１３０５室、１４

层

法定代表人：张皓

联系人：洪诚

电话：（０７５５）２３９５３９１３

传真：（０７５５）８３２１７４２１

客户服务电话：４００９９０８８２６

网址：ｗｗｗ．ｃｉｔｉｃｓｆ．ｃｏｍ

（３１）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四川省成都市东城根上街９５号

法定代表人：冉云

联系人：刘婧漪、贾鹏

电话：（０２８）８６６９００５７、（０２８）８６６９００５８

传真：（０２８）８６６９０１２６

客户服务电话：９５３１０

网址：ｗｗｗ．ｇｊｚｑ．ｃｏｍ．ｃｎ

（３２）华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四川省成都市高新区天府二街１９８号华西证券大厦



法定代表人： 杨炯洋

联系人：李进

电话：（０２１）６５０８０５６６

传真：（０２８）８６１５００４０

客户服务电话：９５５８４、４００８－８８８－８１８

网址：ｗｗｗ．ｈｘ１６８．ｃｏｍ．ｃｎ

（３３）中国民族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北京市朝阳区北四环中路２７号院５号楼

办公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北四环中路２７号盘古大观４０－４３层

法定代表人：何亚刚

客户服务电话：９５５７１

联系人：齐冬妮

电话：（０１０）５９３５５８０７

传真：（０１０）５６４３７０３０

网址：ｗｗｗ．ｆｏｕｎｄｅｒｓｃ．ｃｏｍ

３、第三方代销机构

（１）上海天天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住所： 浦东新区峨山路６１３号６幢５５１室

法定代表人：其实

客户服务电话：４００－１８１８－１８８

网址： ｗｗｗ．１２３４５６７．ｃｏｍ．ｃｎ

（２）蚂蚁（杭州）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住所：杭州市江南大道３５８８号

法定代表人：陈柏青

客户服务电话：４００－０７６６－１２３

网址： ｗｗｗ．ｆｕｎｄ１２３．ｃｎ

（３）深圳众禄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住所：深圳市罗湖区深南东路５０４７号发展银行大厦２５楼Ｉ、Ｊ单元

法定代表人：薛峰

客户服务电话：４００－６７８８－８８７

网址：ｗｗｗ．ｚｌｆｕｎｄ．ｃｎ 或 ｗｗｗ．ｊｊｍｍｗ．ｃｏｍ

（４）浙江同花顺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住所：浙江省杭州市文二西路一号元茂大厦９０３室



办公地址：浙江省杭州市翠柏路７号杭州电子商务产业园２楼

法定代表人：凌顺平

客户服务电话：４００８－７７３－７７２

网址：ｗｗｗ．５ｉｆｕｎｄ．ｃｏｍ

（５）上海好买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住所：上海市虹口区场中路６８５弄３７号４号楼４４９室

办公地址：上海市浦东南路１１１８号鄂尔多斯国际大厦９０３～９０６室

法定代表人：杨文斌

客户服务电话：４００－８８５０－０９９

网址： ｗｗｗ．ｈｏｗｂｕｙ．ｃｏｍ

（６）北京钱景财富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住所：北京市海淀区丹棱街６号１幢９层１００８－１０１２

法定代表人：赵荣春

联系人：魏争

联系人电话：（０１０）５７４１８８２９

传真：（０１０）５７５６９６７１

网址：ｗｗｗ．ｎｉｕｊｉ．ｎｅｔ

客户服务电话：４００－６７８－５０９５

（７）诺亚正行（上海）基金销售投资顾问有限公司

住所：上海市金山区廊下镇漕廊公路７６５０号２０５室

办公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陆家嘴银城中路６８号时代金融中心８楼８０１

法定代表人：汪静波

客户服务电话：４００－８２１－５３９９

网址：ｗｗｗ．ｎｏａｈ－ｆｕｎｄ．ｃｏｍ

（８）北京展恒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住所：北京市顺义区后沙峪镇安富街６号

办公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德胜门外华严北里２号 民建大厦６层

法定代表人：闫振杰

客户服务电话：４００－８８８－６６６１

网址：ｗｗｗ．ｍｙｆｕｎｄ．ｃｏｍ

（９）海银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住所：上海市浦东新区东方路１２１７号１６楼Ｂ单元

法定代表人：刘惠



客户服务电话：４００－８０８－１０１６

网址： ｗｗｗ．ｆｕｎｄｈａｉｙｉｎ．ｃｏｍ

（１０）珠海盈米财富管理有限公司

住所：珠海市横琴新区宝华路６号１０５室－３４９１

办公地址：广州市海珠区琶洲大道东１号保利国际广场南塔１２楼１２０１－１

２０３室

法定代表人：肖雯

客户服务电话：（０２０）８９６２９０６６

网址： ｗｗｗ．ｙｉｎｇｍｉ．ｃｎ

（１１）深圳富济财富管理有限公司

住所： 深圳市前海深港合作区前湾一路１号Ａ栋２０１室

办公地址：深圳市南山区高新南七道１２号惠恒集团二期４１８室

法定代表人：齐小贺

客户服务电话：（０７５５）８３９９９９１３

网址： ｗｗｗ．ｊｉｎｑｉａｎｗｏ．ｃｎ

（１２）上海凯石财富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住所：上海市黄浦区西藏南路７６５号６０２－１１５室

办公地址：上海市黄浦区延安东路１号凯石大厦４楼

法定代表人：陈继武

客户服务电话：４０００－１７８－０００

网址： ｗｗｗ．ｌｉｎｇｘｉａｎｆｕｎｄ．ｃｏｍ

（１３）大泰金石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住所：南京市建邺区江东中路３５９号国睿大厦一号楼Ｂ区４楼Ａ５０６室

法定代表人：袁顾明

客户服务电话：４００－９２８－２２６６

网址： ｗｗｗ．ｄｔｆｕｎｄｓ．ｃｏｍ

（１４）北京乐融多源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住所：北京市朝阳区西大望路１号１号楼１６０３

法定代表人：董浩

客户服务电话：４００－０６８－１１７６

网址： ｗｗｗ．ｊｉｍｕｆｕｎｄ．ｃｏｍ

（１５）上海长量基金销售投资顾问有限公司

住所：上海市浦东新区高翔路５２６号２幢２２０室



办公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浦东大道５５５号裕景国际Ｂ座１６层

法定代表人：张跃伟

客户服务电话：４００－０８９－１２８９

网址： ｗｗｗ．ｅｒｉｃｈｆｕｎｄ．ｃｏｍ

（１６）深圳市新兰德证券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住所：深圳市福田区华强北路赛格科技园４栋１０层１００６＃

办公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３５号国企大厦Ｃ座９层

法定代表人：马令海

客户服务电话：４００－８５０－７７７１

网址： ｔ．ｊｒｊ．ｃｏｍ．ｃｎ

（１７）济安财富（北京）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住所：北京市朝阳区东三环中路７号４号楼４０层４６０１室

办公地址：北京市朝阳区东三环中路７号北京财富中心Ａ座４６层

法定代表人：杨健

客户服务电话：４００－０７５－６６６３

公司网站：ｗｗｗ．ｐｊｆｏｒｔｕｎｅ．ｃｏｍ

（１８）上海利得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住所：上海市宝山区蕴川路５４７５号１０３３室

办公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东方路９８９号中达广场２０１室

法定代表人：盛大

客户服务电话：４００－０６７－６２６６

网址： ｗｗｗ．ｌｅａｄｆｕｎｄ．ｃｏｍ．ｃｎ

（１９）上海陆金所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住所：上海市浦东新区陆家嘴环路１３３３号１４楼

法定代表人：郭坚

客户服务电话：４００８－２１９－０３１

网址：ｗｗｗ．ｌｕｆｕｎｄｓ．ｃｏｍ

（２０）奕丰金融服务（深圳）有限公司

住所：深圳市前海深港合作区前湾一路１号Ａ 栋 ２０１ 室

办公地址：深圳市南山区海德三路海岸大厦东座１１１６室

法定代表人：ＴＡＮ ＹＩＫ ＫＵＡＮ

客户服务电话：４００－６８４６－５００

网址： ｗｗｗ．ｉｆａｓｔｐｓ．ｃｏｍ．ｃｎ



（２１）中证金牛（北京）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住所：北京市丰台区东管头１号２号楼２－４５室

办公地址：北京市西城区宣武门外大街甲一号环球财讯中心Ａ座５层

法定代表人：彭运年

客户服务电话：（０１０）５９３３６５１２

网址：ｗｗｗ．ｊｎｌｃ．ｃｏｍ

（２２）浙江金观诚财富管理有限公司

住所：杭州市拱墅区登云路４５号（锦昌大厦）１幢１０楼１００１室

法定代表人：徐黎云

客户服务电话：４００－００１－８８１１

网址：ｗｗｗ．ｊｉｎｃｈｅｎｇ－ｆｕｎｄ．ｃｏｍ

（２３）泛华普益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住所：四川省成都市成华区建设路９号高地中心１１０１室

法定代表人：于海锋

客户服务电话：４００－８８７８－５６６

网址： ｗｗｗ．ｐｙｆｕｎｄ．ｃｎ

（２４）北京恒天明泽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住所：北京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宏达北路１０号五层５１２２室

办公地址：北京市朝阳区东三环北路甲１９号嘉盛中心３０层

法定代表人：梁越

客户服务电话：４００８－９８０－６１８

网址：ｗｗｗ．ｃｈｔｆｕｎｄ．ｃｏｍ

（２５）厦门市鑫鼎盛控股有限公司

住所：厦门市思明鹭江道２号第一广场１５楼

法定代表人：陈洪生

客户服务电话：４００－６９８０－７７７

网址：ｗｗｗ．ｘｄｓ．ｃｏｍ．ｃｎ

（２６）北京唐鼎耀华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住所：北京市延庆县延庆经济开发区百泉街１０号２栋２３６室

办公地址：北京朝阳区亮马桥路４０号二十一世纪大厦Ａ座３０３

法定代表人：王岩

客户服务电话：４００－８１９９－８６８

网址：ｗｗｗ．ｔｄｙｈｆｕｎｄ．ｃｏｍ



（２７）北京懒猫金融信息服务有限公司

住所：北京市石景山区石景山路３１号院盛景国际广场３号楼１１１９

法定代表人：许现良

客户服务电话：４００１－５００－８８２

网址：ｗｗｗ．ｌａｎｍａｏ．ｃｏｍ

（２８）武汉市伯嘉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住所：湖北省武汉市江汉区武汉中央商务区泛海国际ＳＯＨＯ城（一期）第七

幢２３层１号４号

法定代表人：陶捷

客户服务电话：（０２７）８７００６００３

网址：ｗｗｗ．ｂｕｙｆｕｎｄｓ．ｃｎ

（２９）杭州科地瑞富基金销售公司

住所：杭州市下城区武林时代商务中心１６０４室

法定代表人：陈刚

客户服务电话：（０５７１）８６６５５９２０

网址：ｗｗｗ．ｃｄ１２１．ｃｏｍ

（３０）北京广源达信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住所：北京市西城区新街口外大街２８号Ｃ座六层６０５室

法定代表人：齐剑辉

客户服务电话：４００－６２３－６０６０

网址：ｗｗｗ．ｎｉｕｎｉｕｆｕｎｄ．ｃｏｍ

（３１）北京肯特瑞财富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住所：北京市海淀区海淀东三街２号４层４０１－１５

法定代表人：陈超

客户服务电话：９５１１８／４００－０９８－８５１１

网址：ｊｒ．ｊｄ．ｃｏｍ

（３２）北京汇成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住所：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大街１１号１１层１１０８室

法定代表人：王伟刚

客户服务电话：４００－６１９９－０５９

网址：ｗｗｗ．ｆｕｎｄｚｏｎｅ．ｃｎ

（３３）和讯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住所： 北京市朝阳区朝外大街２２号泛利大厦１００２室



办公地址： 上海市浦东新区东方路１８号保利广场１８层

法定代表人：王莉

客户服务电话：４００－９２０－００２２／ （０２１）２０８３５５８８

网址：ｌｉｃａｉｋｅ．ｈｅｘｕｎ．ｃｏｍ

基金管理人可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 选择其他符合要求的机构代理销售本

基金，并

及时公告。

４、场内代销机构：

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开放式基金销售系统办理开放式基金的认购、申购、赎回和

转托管

等业务的上海证券交易所会员。具体以上海证券交易所最新公布名单为准。

（二）基金登记结算机构

名称：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西城区太平桥大街１７号

法定代表人：周明

电话：（０１０）５０９３８８３９

传真：（０１０）５０９３８９０７

联系人：朱立元

（三）律师事务所和经办律师

名称：上海源泰律师事务所

地址：上海市浦东南路２５６号华夏银行大厦１４０５室

负责人：廖海

电话：０２１－５１１５０２９８

传真：０２１－５１１５０３９８

经办律师：刘佳 、张兰

（四）会计师事务所和经办注册会计师：

名称：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住所：北京市东城区东长安街１号东方广场东方经贸城安永大楼１６层

办公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世纪大道１００号上海环球金融中心５０楼

法定代表人：葛明

经办会计师：徐艳、濮晓达

电话：（０２１）２２２８８８８８

传真：（０２１）２２２８００００



联系人：蒋燕华

四、基金的概况

基金名称： 银河鸿利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银河鸿利混合

基金类型： 混合型基金

基金运作方式：契约型开放式

五、基金的投资

（一）投资目标

本基金在合理控制风险的前提下，在深入的基本面研究的基础上，通过灵活的资

产配置、

策略配置与严谨的风险管理， 分享中国在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过程中所孕

育的投资机

遇，追求实现基金资产的持续稳定增值。

（二）投资范围

本基金的投资范围为具有良好流动性的金融工具，包括国内依法发行上市的股票

（包含

中小板、创业板及其他经中国证监会核准上市的股票）、债券、货币市场工具、

权证、资产支持

证券、股指期货、国债期货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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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法律法规或监管机构以后允许基金投资其他品种， 基金管理人在履行适当程

序后，可

以将其纳入投资范围。

本基金股票资产投资比例为基金资产的０％－９５％；债券资产投资占基金资产

的比例不低

于５％。本基金每个交易日日终在扣除股指期货、国债期货合约需缴纳的交易保

证金后，保持

不低于基金资产净值的５％的现金或者到期日在一年以内的政府债券。 权证的

投资比例不超

过基金资产净值的３％，股指期货、国债期货及其他金融工具的投资比例依照法

律法规或监管

机构的规定执行。



（三）投资策略

本基金通过合理稳健的资产配置策略，将基金资产在权益类资产和固定收益类资

产之间

灵活配置，同时采取积极主动的股票投资和债券投资策略，把握中国经济增长和

资本市场发

展机遇，严格控制下行风险，力争实现基金份额净值的长期平稳增长。

本基金投资策略主要包括资产配置策略、股票投资策略、固定收益类资产投资策

略、股指

期货和国债期货投资策略、权证投资策略等。

１、资产配置策略

本基金管理人在大类资产配置过程中，结合定量和定性分析，从宏观、中观、微

观等多个

角度考虑宏观经济面、政策面、市场面等多种因素，综合分析评判证券市场的特

点及其演化趋

势，重点分析股票、债券等资产的预期收益风险的匹配关系，在此基础上，在投

资比例限制范

围内，确定或调整投资组合中股票和债券的比例，以争取降低单一行业投资的系

统性风险冲

击。

本基金考虑的宏观经济指标包括ＧＤＰ增长率，居民消费价格指数（ＣＰＩ），

生产者价格指数

（ＰＰＩ），货币供应量（Ｍ０，Ｍ１，Ｍ２）的增长率等指标。

本基金考虑的政策面因素包括但不限于货币政策、财政政策、产业政策的变化趋

势等。

本基金考虑的市场因素包括但不限于市场的资金供求变化、 上市公司的盈利增

长情况、

市场总体Ｐ／Ｅ、Ｐ／Ｂ等指标相对于长期均值水平的偏离度等。

２、股票投资策略

（１）行业配置策略

本基金管理人在进行行业配置时，将采用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相结合的方式确定

行业权

重。在投资组合管理过程中，基金管理人也将根据宏观经济形势以及各个行业的

基本面特征



对行业配置进行持续动态地调整。自上而下的行业配置策略是指通过深入分析宏

观经济指标

和不同行业自身的周期变化特征以及在国民经济中所处的位置，确定在当前宏观

背景下适宜

投资的重点行业，主要包括：

１）宏观政策影响分析：根据政府产业政策、财政税收政策、货币政策等变化，

分析各项政

策对各行业及其子行业的影响，前瞻性的布局受益于国家政策较大的行业及子行

业。

２）市场需求变化：不同行业及子行业在技术优势、定价策略、销售渠道等方面

的差异，影

响到其盈利水平。本基金将前瞻性的配置市场需求预期比较稳定或预期保持较高

增长的行业

或子行业。

３）本基金将综合研究社会发展趋势、经济发展趋势、科学技术发展趋势、消费

者需求变化

趋势等因素，采取“自上而下”的研究方法，对各个子行业的基本面进行深入分

析，通过行业评

级及行业估值与轮动等因素确定各行业的配置比例。

自下而上的行业配置策略是指从行业的成长能力、盈利趋势、价格动量、市场估

值等因素

来确定基金重点投资的行业。对行业的具体分析主要包括以下方面：

１）景气分析

行业的景气程度可通过观测销量、价格、产能利用率、库存、毛利率等关键指标

进行跟踪。

行业的景气程度与宏观经济、产业政策、竞争格局、科技发展与技术进步等因素

密切相关。

２）财务分析

行业财务分析的主要目的是评价行业的成长性、成长的可持续性以及盈利质量，

同时也

是对行业景气分析结论的进一步确认。 财务分析考量的关键指标主要包括净资

产收益率、主

营业务收入增长率、毛利率、净利率、存货周转率、应收账款周转率、经营性现



金流状况、债务

结构等等。

３）估值分析

结合上述分析， 本基金管理人将根据各行业的不同特点确定适合该行业的估值

方法，同

时参考可比国家类似行业的估值水平，来确定该行业的合理估值水平，并将合理

估值水平与

市场估值水平相比较，从而得出该行业高估、低估或中性的判断。估值分析中还

将运用行业估

值历史比较、行业间估值比较等相对估值方法进行辅助判断。

此外，本基金还将运用数量化方法对上述行业配置策略进行辅助，并在适当情形

下对行

业配置进行战术性调整，使用的方法包括行业动量与反转策略，行业间相关性跟

踪与分析等。

（２）精选个股策略

本基金采用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方式，对上市公司的投资价值进行综合评估，精

选具有

较强竞争优势的上市公司作为投资标的。

１）定性分析

本基金将通过定性分析，深入分析企业的基本面以及国家相关政策、人口结构变

化等因

素，确定具有比较竞争优势的上市公司。

①研发能力

研发能力的强弱关乎着公司的长期生命力。 本基金将重点投资具有明确的产品

开发战

略、良好的研发团队、有保障的研发开支和激励机制的上市公司；

②市场能力

本基金将重点考察上市公司是否建立相应的营销体系，公司的销售能力，市场占

有率情

况等。

③企业的产品线

公司是否有完善的产品线布局，能否推出具有高市场容量的品种并使短、中长期

的产品



有效衔接。

④公司治理结构

本基金将重点考察公司的法人治理结构，实际控制人的发展战略，关联交易等事

项。

⑤公司管理

公司的管理团队是否和谐高效，能够在公司战略、作业与成本、质量与安全、营

销等方面

具有同业中居前的管理水平。

⑥政府政策

本基金将密切关注政府社会保障政策、行政管制等政策的调整对各行业及其子行

业的影

响。

⑦人口及经济结构变迁

人口以及因经济发展而导致的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及需求变化，都会对社会经济

发展产

生深远的影响。本基金将动态的跟踪这些变化，并分析其影响。

２）定量分析

本基金在定量指标方面，重点考察企业的成长性、盈利能力的估值水平，选择财

务健康，

成长性好，估值合理的股票。

成长性指标方面，本基金主要考虑（不限于）主营业务收入、主营业务利润增长

率及其增

长变动的方向和速率；盈利指标方面，本基金主要考虑（不限于）毛利率、净利

率、净资产收益

率等；价值指标方面，本基金主要考虑ＰＥ、ＰＢ、ＰＥＧ、ＰＳ等。

３、固定收益类资产投资策略

在进行固定收益类资产投资时，本基金将会考量利率预期策略、信用债券投资策

略、套利

交易策略、可转换债券投资策略和资产支持证券投资策略，选择合适时机投资于

低估的债券

品种，通过积极主动管理，获得超额收益。

（１）利率预期策略

本基金通过全面研究ＧＤＰ、物价、就业以及国际收支等主要经济变量，分析宏



观经济运行

的可能情景，并预测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等宏观经济政策取向，分析金融市场资

金供求状况变

化趋势及结构。在此基础上，预测金融市场利率水平变动趋势，以及金融市场收

益率曲线斜度

变化趋势。

组合久期是反映利率风险最重要的指标。 本基金将根据对市场利率变化趋势的

预期，制

定出组合的目标久期：预期市场利率水平将上升时，降低组合的久期；预期市场

利率将下降

时，提高组合的久期。

（２）信用债券投资策略

根据国民经济运行周期阶段，分析企业债券、公司债券等发行人所处行业发展前

景、业务

发展状况、市场竞争地位、财务状况、管理水平和债务水平等因素，评价债券发

行人的信用风

险，并根据特定债券的发行契约，评价债券的信用级别，确定企业债券、公司债

券的信用风险

利差。

债券信用风险评定需要重点分析企业财务结构、偿债能力、经营效益等财务信息，

同时需

要考虑企业的经营环境等外部因素，着重分析企业未来的偿债能力，评估其违约

风险水平。

（３）套利交易策略

在预测和分析同一市场不同板块之间（比如国债与金融债）、不同市场的同一品

种、不同

市场的不同板块之间的收益率利差基础上，基金管理人采取积极策略选择合适品

种进行交易

来获取投资收益。在正常条件下它们之间的收益率利差是稳定的。但是在某种情

况下，比如若

某个行业在经济周期的某一时期面临信用风险改变或者市场供求发生变化时这种

稳定关系

便被打破，若能提前预测并进行交易，就可进行套利或减少损失。



（４）可转换债券投资策略

本基金着重对可转换债券对应的基础股票的分析与研究，同时兼顾其债券价值和

转换期

权价值，对那些有着较强的盈利能力或成长潜力的上市公司的可转换债券进行重

点投资。

本基金管理人将对可转换债券对应的基础股票的基本面进行分析，包括所处行业

的景气

度、成长性、核心竞争力等，并参考同类公司的估值水平，研判发行公司的投资

价值；基于对利

率水平、票息率及派息频率、信用风险等因素的分析，判断其债券投资价值；采

用期权定价模

型，估算可转换债券的转换期权价值。综合以上因素，对可转换债券进行定价分

析，制定可转

换债券的投资策略。

（５）资产支持证券投资

本基金将分析资产支持证券的资产特征，估计违约率和提前偿付比率，并利用收

益率曲

线和期权定价模型，对资产支持证券进行估值。本基金将严格控制资产支持证券

的总体投资

规模并进行分散投资，以降低流动性风险。

４、股指期货投资策略

本基金参与股指期货交易，以套期保值为目的。基金管理人根据对指数点位区间

判断，在

符合法律法规的前提下，决定套保比例。再根据基金股票投资组合的贝塔值，具

体得出参与股

指期货交易的买卖张数。基金管理人根据股指期货当时的成交金额、持仓量和基

差等数据，选

择和基金组合相关性高的股指期货合约为交易标的。

５、国债期货投资策略

本基金参与国债期货交易以套期保值为目的，根据风险管理的原则，在风险可控

的前提

下，投资于国债期货合约，有效管理投资组合的系统性风险，积极改善组合的风

险收益特征。



本基金通过对宏观经济和利率市场走势的分析与判断， 并充分考虑国债期货的

收益性、

流动性及风险特征，通过资产配置，谨慎进行投资，以调整债券组合的久期，降

低投资组合的

整体风险。具体而言，本基金的国债期货投资策略包括套期保值时机选择策略、

期货合约选择

和头寸选择策略、展期策略、保证金管理策略、流动性管理策略等。

本基金在运用国债期货投资控制风险的基础上，将审慎地获取相应的超额收益，

通过国

债期货对债券的多头替代和稳健资产仓位的增加， 以及国债期货与债券的多空

比例调整，获

取组合的稳定收益。

本基金管理人针对国债期货交易制订严格的授权管理制度和投资决策流程，确保

研究分

析、投资决策、交易执行及风险控制各环节的独立运作，并明确相关岗位职责。

此外，基金管理

人建立国债期货交易决策部门或小组， 并授权特定的管理人员负责国债期货的

投资审批事

项。

６、权证投资策略

本基金采用数量化期权定价公式对权证价值进行计算，并结合行业研究员对权证

标的证

券的估值分析结果，选择具有良好流动性和较高投资价值的权证进行投资。采用

的策略包括

但不限于下列策略或策略组合：

本基金采取现金套利策略，兑现部分标的证券的投资收益，并通过购买该证券认

购权证

的方式，保留未来股票上涨所带来的获利空间。

根据权证与标的证券的内在价值联系，合理配置权证与标的证券的投资比例，构

建权证

与标的证券的避险组合，控制投资组合的下跌风险。同时，本基金积极发现可能

存在的套利机

会，构建权证与标的证券的套利组合，获取较高的投资收益。



（四）投资限制

１、组合限制

（１）本基金的股票资产投资比例为基金资产的０％－９５％；

（２）债券资产投资占基金资产的比例不低于５％；

（３）本基金每个交易日日终在扣除股指期货合约、国债期货合约需缴纳的交易

保证金后，

保持不低于基金资产净值５％的现金或者到期日在一年以内的政府债券；

（４）本基金持有一家公司发行的证券，其市值不超过基金资产净值的１０％；

（５）本基金管理人管理的全部基金持有一家公司发行的证券，不超过该证券的

１０％；

（６）基金总资产不超过基金净资产的１４０％；

（７）本基金持有的全部权证，其市值不得超过基金资产净值的３％；

（８）本基金管理人管理的全部基金持有的同一权证，不得超过该权证的 １０％

；

（９）本基金在任何交易日买入权证的总金额，不得超过上一交易日基金资产净

值的０．５％；

（１０）本基金投资于同一原始权益人的各类资产支持证券的比例，不得超过基

金资产净值

的１０％；

（１１）本基金持有的全部资产支持证券，其市值不得超过基金资产净值的２０％

；

（１２）本基金持有的同一（指同一信用级别）资产支持证券的比例，不得超过

该资产支持证

券规模的１０％；

（１３）本基金管理人管理的全部基金投资于同一原始权益人的各类资产支持证

券，不得超

过其各类资产支持证券合计规模的１０％；

（１４）本基金应投资于信用级别评级为ＢＢＢ以上（含ＢＢＢ）的资产支持证

券。基金持有资产

支持证券期间，如果其信用等级下降、不再符合投资标准，应在评级报告发布之

日起３个月内

予以全部卖出；

（下转 B51版）



（上接 B50版）

（１５）基金财产参与股票发行申购，本基金所申报的金额不超过本基金的总资

产，本基金

所申报的股票数量不超过拟发行股票公司本次发行股票的总量；

（１６） 本基金进入全国银行间同业市场进行债券回购的资金余额不得超过基

金资产净值

的４０％；债券回购最长期限为１年，债券回购到期后不得展期；

（１７）本基金参与股指期货交易和国债期货交易依据下列标准建构组合：

１）本基金在任何交易日日终，持有的买入股指期货合约价值，不得超过基金资

产净值的

１０％；基金在任何交易日日终，持有的买入国债期货合约价值，不得超过基金

资产净值的１５％；

２）本基金在任何交易日日终，持有的买入国债期货和股指期货合约价值与有价

证券市值

之和不得超过基金资产净值的９５％，其中，有价证券指股票、债券（不含到期

日在一年以内的

政府债券）、权证、资产支持证券、买入返售金融资产（不含质押式回购）等；

３）本基金在任何交易日日终，持有的卖出期货合约价值不得超过本基金持有的

股票总市

值的２０％；在任何交易日日终，持有的卖出国债期货合约价值不得超过基金持

有的债券总市

值的３０％；

４）本基金所持有的股票市值和买入、卖出股指期货合约价值，合计（轧差计算）

应当符合

基金合同关于股票投资比例的有关约定，即０％－９５％；本基金所持有的债券

（不含到期日在一

年以内的政府债券）市值和买入、卖出国债期货合约价值，合计（轧差计算）应

当符合基金合同

关于债券投资比例的有关约定，即不低于５％；

５）本基金在任何交易日内交易（不包括平仓）的股指期货合约的成交金额不得

超过上一

交易日基金资产净值的２０％；本基金在任何交易日内交易（不包括平仓）的国

债期货合约的成



交金额不得超过上一交易日基金资产净值的３０％；

（１８）本基金投资流通受限证券，基金管理人应事先根据中国证监会相关规定，

与基金托

管人在本基金托管协议中明确基金投资流通受限证券的比例，根据比例进行投资。

基金管理

人应制订严格的投资决策流程和风险控制制度，防范流动性风险、法律风险和操

作风险等各

种风险；

（１９）法律法规和中国证监会规定的其他投资比例限制。

因证券、期货市场波动、证券发行人合并、基金规模变动等基金管理人之外的因

素致使基

金投资不符合基金合同约定的投资比例的，基金管理人应当在十个交易日内进行

调整，但法

律法规或中国证监会规定的特殊情形除外。

基金管理人应当自基金合同生效之日起六个月内使基金的投资组合比例符合基金

合同

的有关约定。期间，基金的投资范围、投资策略应当符合基金合同的约定。基金

托管人对基金

的投资的监督与检查自基金合同生效之日起开始。

法律法规或监管部门取消上述限制，如适用于本基金，则本基金投资不再受相关

限制。如

果法律法规或监管部门对基金合同约定投资组合比例限制进行变更的， 以变更

后的规定为

准，不需要经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审议。

２、禁止行为

为维护基金份额持有人的合法权益，基金财产不得用于下列投资或者活动：

（１）承销证券；

（２）违反规定向他人贷款或者提供担保；

（３）从事承担无限责任的投资；

（４）向其基金管理人、基金托管人出资；

（５）从事内幕交易、操纵证券交易价格及其他不正当的证券交易活动；

（６）法律、行政法规和中国证监会规定禁止的其他活动。

基金管理人运用基金财产买卖基金管理人、基金托管人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



人或者

与其有其他重大利害关系的公司发行的证券或承销期内承销的证券，或者从事其

他重大关联

交易的，应当符合基金的投资目标和投资策略，遵循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优先的

原则，防范利

益冲突，建立健全内部审批机制和评估机制，按照市场公平合理价格执行。相关

交易必须符合

中国证监会的规定，事先得到基金托管人的同意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重大关联

交易应提交

基金管理人董事会审议，并经过三分之二以上的独立董事通过。基金管理人董事

会应至少每

半年对关联交易事项进行审查。

法律法规或监管部门取消上述限制，基金管理人在履行适当程序后，则本基金投

资不再

受相关限制。

（五）业绩比较基准

本基金的业绩比较基准是：

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３年期定期存款利率（税后）＋１％。

本基金主要通过不同资产配置及组合精选，以实现绝对收益作为投资目标，争取

基金资

产的稳健增值，以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３年期定期存款利率（税后）＋１％作为

业绩比较基准，符

合本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

在本基金的运作过程中，在不对份额持有人利益产生实质性不利影响的情况下，

如果法

律法规变化或者出现更有代表性、更权威、更为市场普遍接受的业绩比较基准，

则基金管理人

与基金托管人协商一致，并报中国证监会备案后公告，对业绩比较基准进行变更，

无需召开基

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基金管理人应在调整前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介上

刊登公告。

（六）风险收益特征

本基金为混合型基金，属于证券投资基金中预期风险与预期收益中等的投资品种，



其风

险收益水平高于货币基金和债券型基金，低于股票型基金。

（七）基金管理人代表基金行使相关权利的处理原则及方法

１、有利于基金资产的安全与增值；

２、基金管理人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代表基金独立行使相关权利，保护基金份额持

有人的利

益；

３、不通过关联交易为自身、雇员、授权代理人或任何存在利害关系的第三人牟

取任何不

当利益。

（八） 基金的投资组合报告（截至２０１６年９月３０日）

本投资组合报告所载数据截至２０１６年０９月３０日，基金托管人中信银行根

据本基金合同规

定，复核了本报告中的财务指标、净值表现和投资组合报告等内容，保证复核内

容不存在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本报告所列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１．１ 报告期末基金资产组合情况

序号 项目 金额（元） 占基金总资产的比例（％）

１ 权益投资 １２９，７３１，５０１．７０ ６．５３

其中：股票 １２９，７３１，５０１．７０ ６．５３

２ 基金投资 － －

３ 固定收益投资 １，４５４，８００，２４９．９９ ７３．２３

其中：债券 １，４５４，８００，２４９．９９ ７３．２３

资产支持证券 － －

４ 贵金属投资 － －

５ 金融衍生品投资 － －

６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３６９，３８０，３７９．０７ １８．５９

其中：买断式回购的买入返售金融

资产 － －

７ 银行存款和结算备付金合计 ６，８８７，２４９．９９ ０．３５

８ 其他资产 ２５，７３２，０５１．７０ １．３０

９ 合计 １，９８６，５３１，４３２．４５ １００．００

１．２ 报告期末按行业分类的股票投资组合



１．２．１ 报告期末按行业分类的境内股票投资组合

代码 行业类别 公允价值（元）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

Ａ 农、林、牧、渔业 － －

Ｂ 采矿业 － －

Ｃ 制造业 ８１，９５４，０９９．４４ ４．１７

Ｄ 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 ４，７４０，５０９．４８ ０．２４

Ｅ 建筑业 １２，１７６，４３９．８３ ０．６２

Ｆ 批发和零售业 ６，２３６，５４７．６３ ０．３２

Ｇ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２，９１０，０００．００ ０．１５

Ｈ 住宿和餐饮业 － －

Ｉ 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１，７０１，３９８．５１ ０．０９

Ｊ 金融业 ９，６６２，８５１．３１ ０．４９

Ｋ 房地产业 － －

Ｌ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 －

Ｍ 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 － －

Ｎ 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 － －

Ｏ 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 － －

Ｐ 教育 － －

Ｑ 卫生和社会工作 － －

Ｒ 文化、体育和娱乐业 １０，３４９，６５５．５０ ０．５３

Ｓ 综合 － －

合计 １２９，７３１，５０１．７０ ６．６１

１．２．２ 报告期末按行业分类的沪港通投资股票投资组合

注：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沪港通股票。

１．３ 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十名股票投资明

细

序号 股票代码 股票名称 数量（股） 公允价值（元）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

（％）

１ ６０００７９ 人福医药 １，７９９，８９７ ３７，０５９，８７９．２３ 

１．８９

２ ００２３２５ 洪涛股份 １，３１９，９８８ １２，１３０，６８９．７２ 

０．６２

３ ００２７０１ 奥瑞金 ９６０，０００ ９，６１９，２００．００ ０．４



９

４ ００２１１７ 东港股份 ３２０，０００ ９，２６４，０００．００ 

０．４７

５ ３００１４４ 宋城演艺 ３６６，６３９ ８，９８２，６５５．５０ 

０．４６

６ ６００２７１ 航天信息 ４００，０００ ８，８２８，０００．００ 

０．４５

７ ６００５１１ 国药股份 ２００，０００ ６，２０４，０００．００ 

０．３２

８ ０００４０４ 华意压缩 ５００，０００ ５，９５０，０００．００ 

０．３０

９ ０００００１ 平安银行 ５９９，９５９ ５，４４１，６２８．１３ 

０．２８

１０ ０００４２１ 南京公用 ４５９，９００ ４，６０３，５９９．００ 

０．２３

１．４ 报告期末按债券品种分类的债券投资组合

序号 债券品种 公允价值（元）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

１ 国家债券 １１６，６９３，９８３．００ ５．９４

２ 央行票据 － －

３ 金融债券 １９０，２３７，０００．００ ９．６９

其中：政策性金融债 １９０，２３７，０００．００ ９．６９

４ 企业债券 ２６３，６８８，０００．００ １３．４３

５ 企业短期融资券 ３３１，１８８，０００．００ １６．８７

６ 中期票据 ５４８，５３８，０００．００ ２７．９４

７ 可转债（可交换债） ４，４５５，２６６．９９ ０．２３

８ 同业存单 － －

９ 其他 － －

１０ 合计 １，４５４，８００，２４９．９９ ７４．１１

１．５ 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五名债券投资明

细

序号 债券代码 债券名称 数量（张） 公允价值（元） 占基金资产净值

比例（％）

１ １６０４１４ １６农发１４ ８００，０００ ８０，１３６，０００．００ 



４．０８

２ １６０２０１ １６国开０１ ８００，０００ ７９，９８４，０００．００ 

４．０７

３ １０１５５６０６０ １５越秀融资

ＭＴＮ００１ ７００，０００ ７０，９５９，０００．００ ３．６１

４ ０９８０２３ ０９哈城投债 ６００，０００ ６５，８５０，０００．００ 

３．３５

５ ０１０１０７ ２１国债⑺ ５０４，１８０ ５４，６９８，４８８．２０ 

２．７９

１．６ 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十名资产支持证

券投资明

细

注：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资产支持证券。

１．７ 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五名贵金属投资

明细

注：本基金未进行贵金属投资。

１．８ 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五名权证投资明

细

注：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权证。

１．９ 报告期末本基金投资的股指期货交易情况说明

１．９．１ 报告期末本基金投资的股指期货持仓和损益明细

注：本基金暂时不参与股指期货投资。

１．９．２ 本基金投资股指期货的投资政策

本基金暂时不参与股指期货的投资。

１．１０ 报告期末本基金投资的国债期货交易情况说明

１．１０．１ 本期国债期货投资政策

本基金暂时不参与国债期货的投资。

１．１０．２ 报告期末本基金投资的国债期货持仓和损益明细

注：本基金暂时不参与国债期货的投资。

１．１０．３ 本期国债期货投资评价

无。

１．１１ 投资组合报告附注

１．１１．１



报告期内本基金投资的前十名证券的发行主体没有出现被监管部门立案调查，或

在报告

编制日前一年内受到公开谴责、处罚的情形。

１．１１．２

报告期内本基金投资的前十名股票中没有在基金合同规定备选股票库之外的股票。

１．１１．３ 其他资产构成

序号 名称 金额（元）

１ 存出保证金 １３７，４３７．５６

２ 应收证券清算款 ８５４，７６１．７０

３ 应收股利 －

４ 应收利息 ２４，７２９，２７７．３０

５ 应收申购款 －

６ 其他应收款 －

７ 待摊费用 １０，５７５．１４

８ 其他 －

９ 合计 ２５，７３２，０５１．７０

１．１１．４ 报告期末持有的处于转股期的可转换债券明细

序号 债券代码 债券名称 公允价值（元）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

１ １１３０１０ 江南转债 ２５２，７０７．４０ ０．０１

１．１１．５ 报告期末前十名股票中存在流通受限情况的说明

注：本基金本报告期末前十名股票中不存在流通受限的情况。

１．１１．６ 投资组合报告附注的其他文字描述部分

无。

１２． 开放式基金份额变动

银河鸿利混合２０１６年第三季度基金份额的变动情况如下表：

单位：份

项目 银河鸿利混合Ａ 银河鸿利混合Ｃ 银河鸿利混合Ｉ

报告期期初基金份额总额 ９９，７０１，９２１．２２ １０，８７４，５６

３．９２ １，８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报告期期间基金总申购份额 １３０，５５５．２９ ６０，６６１．７９ －

减：报告期期间基金总赎回份额 １１，８９３，６９８．１８ ５１６，５６

６．６１ －



报告期期间基金拆分变动份额（份

额减少以＂－＂填列） － － －

报告期期末基金份额总额 ８７，９３８，７７８．３３ １０，４１８，６５

９．１０ １，８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注：自２０１５年１１月１８日起，本基金新增Ｉ类基金份额，详情参阅相关公

告。

六、基金的业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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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保证基

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基金的过往业绩并不代表其未来表现。投资有

风险，投资人

申购基金时应认真阅读本招募说明书。有关业绩数据经托管人复核，但未经审计

（截止２０１６年

９月３０日）。

阶段 净值增长

率①

净值增长

率标准差

②

业绩比较基准

收益率③

业绩比较基准

收益率标准差

④

①－③ ②－④

银河鸿利混合Ａ

２０１５．０６．１９－

２０１５．１２．３１ １．２０％ ０．１４％ ２．１５％ ０．０１％ －

０．９５％ ０．１３％

２０１６．０１．０１－

２０１６．０９．３０ ３．０６％ ０．０７％ ２．７５％ ０．０１％ 

０．３１％ ０．０６％

自基金成立起至



今 ４．３０％ ０．１０％ ４．９６％ ０．０１％ －０．６６％ ０．０９％

银河鸿利混合Ｃ

２０１５．０６．１９－

２０１５．１２．３１ １．００％ ０．１３％ ２．１５％ ０．０１％ －

１．１５％ ０．１２％

２０１６．０１．０１－

２０１６．０９．３０ ２．５７％ ０．０８％ ２．７５％ ０．０１％ －

０．１８％ ０．０７％

自基金成立起至

今 ３．６０％ ０．１０％ ４．９６％ ０．０１％ －１．３６％ ０．０９％

银河鸿利混合Ｉ

２０１５．１１．１８－

２０１５．１２．３１ ０．３０％ ０．０３％ ０．４５％ ０．０１％ －

０．１５％ ０．０２％

２０１６．０１．０１－

２０１６．０９．３０ ３．０９％ ０．０８％ ２．７９％ ０．０１％ 

０．３０％ ０．０７％

自基金成立起至

今 ３．４０％ ０．０７％ ３．２６％ ０．０１％ ０．１４％ ０．０６％

七、基金的费用

（一）基金费用的种类

１、基金管理人的管理费；

２、基金托管人的托管费；

３、销售服务费；

４、《基金合同》生效后与基金相关的信息披露费用；

５、《基金合同》生效后与基金相关的会计师费、律师费、仲裁费和诉讼费；

６、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费用；

７、基金的证券、期货交易费用；

８、基金的银行汇划费用；

９、证券、期货账户开户费用、账户维护费用；

１０、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和《基金合同》约定，可以在基金财产中列支的其他费

用。

（二）基金费用计提方法、计提标准和支付方式



１、基金管理人的管理费

本基金的管理费按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的０．６％年费率计提。管理费的计算方

法如下：

Ｈ＝Ｅ×０．６％÷当年天数

Ｈ为每日应计提的基金管理费

Ｅ为前一日的基金资产净值

基金管理费自基金合同生效之日起每日计提，逐日累计至每月月末，按月支付，

由基金管

理人与基金托管人核对一致后， 由基金托管人复核后于次月首日起５个工作日

内从基金财产

中一次性支付给基金管理人。若遇法定节假日、休息日或不可抗力致使无法按时

支付的，顺延

至法定节假日、 休息日结束之日起５个工作日内或不可抗力情形消除之日起５

个工作日内支

付。

２、基金托管人的托管费

本基金的托管费按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的０．２５％的年费率计提。托管费的计

算方法如下：

Ｈ＝Ｅ×０．２５％÷当年天数

Ｈ为每日应计提的基金托管费

Ｅ为前一日的基金资产净值

基金托管费自基金合同生效之日起每日计提，逐日累计至每月月末，按月支付，

由基金管

理人与基金托管人核对一致后， 由基金托管人复核后于次月首日起５个工作日

内从基金财产

中一次性支付给基金托管人。若遇法定节假日、休息日或不可抗力致使无法按时

支付的，顺延

至法定节假日、 休息日结束之日起５个工作日内或不可抗力情形消除之日起５

个工作日内支

付。

３、销售服务费

本基金Ａ 类基金份额不收取销售服务费，Ｃ 类基金份额的销售服务费年费率为

０．６％，Ｉ



类基金份额的销售服务费年费率为０．０５％。销售服务费主要用于本基金持续

销售以及基金份

额持有人服务等各项费用。

在通常情况下，Ｃ类基金份额销售服务费按前一日Ｃ类基金份额资产净值的

０．６ ％年费率

计提。Ｃ类基金份额的销售服务费计提的计算公式如下：

Ｈ＝Ｅ×０．６％÷当年天数

Ｈ为每日应计提的Ｃ类基金份额销售服务费

Ｅ为前一日的Ｃ类基金份额的基金资产净值

在通常情况下，Ｉ类基金份额销售服务费按前一日Ｉ类基金份额资产净值的

０．０５ ％年费率

计提。Ｉ类基金份额的销售服务费计提的计算公式如下：

Ｈ＝Ｅ×０．０５％÷当年天数

Ｈ为每日应计提的Ｉ类基金份额销售服务费

Ｅ为前一日的Ｉ类基金份额的基金资产净值

Ｃ类和Ｉ类基金份额销售服务费均每日计算，逐日累计至每月月末，按月支付，

由基金管理

人与基金托管人核对一致后，由基金托管人复核后于次月首日起５ 个工作日内

从基金财产中

一次性支付，由基金管理人按照相关合同规定支付给基金销售机构。若遇法定节

假日、休息日

或不可抗力致使无法按时支付的，顺延至支付法定节假日、休息日结束之日起５

个工作日内或

不可抗力情形消除之日起５个工作日内支付。

４、上述“（一）基金费用的种类中第４－１０项费用”，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及

相应协议规定，按

费用实际支出金额列入当期费用，由基金托管人从基金财产中支付。

（三）不列入基金费用的项目

下列费用不列入基金费用：

１、 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因未履行或未完全履行义务导致的费用支出或基

金财产的

损失；

２、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处理与基金运作无关的事项发生的费用；



３、基金合同生效前的相关费用；

４、其他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中国证监会的有关规定不得列入基金费用的项目。

（四）费用调整

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可根据基金发展情况协商一致，酌情调低基金管理费率、

基金

托管费率、销售服务费率，无须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提高上述费率需经基

金份额持有人

大会决议通过。基金管理人必须按照《信息披露办法》或其他相关规定最迟于新

的费率实施日

前在指定媒介上刊登公告。

八． 对招募说明书更新部分的说明

银河鸿利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本次更新招募说明书依据《中华人民共和

国证券

投资基金法》、《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

运作管理办法》、

《证券投资基金销售管理办法》等有关法规及《银河鸿利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

资基金合同》

进行更新编写，更新的内容主要包括以下几部分：

１、“重要提示”日期根据实际情况进行了相应更新，本招募说明书所载内容截

止日为２０１６

年１２月１９日，有关财务数据和净值表现截止日为２０１６年９月３０日（财

务数据未经审计），定于

２０１７年１月２５日前公告。

２、“三、基金管理人”部分，根据实际情况更新基金管理人的相关信息。

３、“四、基金托管人” 部分，根据托管人提供的资料更新了的相关信息。

４、“五、相关服务机构”中，增加了相关代销机构，对原有销售机构进行了更

新，各新增代

销机构均在指定媒体上公告列示。

５、“十、 基金的投资”之“（八）基金的投资组合报告”更新为数据截止日

为２０１６年９月３０日

的报告，该部分内容均按有关规定编制，并经基金托管人复核，但未经审计。

６、“十一、基金的业绩”中对基金成立以来至２０１６年９月３０日的基金业

绩表现进行了披露。



该部分内容均按有关规定编制，并经基金托管人复核，但未经审计。

７、“二十四、其他应披露事项”中列示了本报告期内本基金及本基金管理公司

在指定报纸

上进行的信息披露。

银河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０一七年一月二十五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