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华宝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旗下基金更名事宜的公告 
 

华宝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于2017年10月17日办理完成工商变

更登记，公司法定名称由“华宝兴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变更为“华宝基金管理有

限公司”。根据《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的要求，本公司已于2017年10

月20日公告更名事宜，并于2017年11月17日取得了由中国证监会颁发的《经营证券

期货业务许可证》。 

为保护投资者利益，避免对投资者造成混淆和误导，本公司旗下已管理和已获

批未募集的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自 2017年 12月 30日起变更基金名称（各基金的

基金代码保持不变），具体情况如下： 

基金代码 变更前基金全称 变更后基金全称 

240001 华宝兴业宝康消费品证券投资基金 华宝宝康消费品证券投资基金 

240002 华宝兴业宝康灵活配置证券投资基金 华宝宝康灵活配置证券投资基金 

240003 华宝兴业宝康债券投资基金 华宝宝康债券投资基金 

240005 
华宝兴业多策略增长开放式证券投资 

基金 

华宝多策略增长开放式证券投资 

基金 

240006 华宝兴业现金宝货币市场基金（A 类） 华宝现金宝货币市场基金（A 类） 

240007 华宝兴业现金宝货币市场基金（B 类） 华宝现金宝货币市场基金（B 类） 

000678 华宝兴业现金宝货币市场基金（E 类） 华宝现金宝货币市场基金（E 类） 

240004 华宝兴业动力组合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华宝动力组合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240008 华宝兴业收益增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华宝收益增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240009 华宝兴业先进成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华宝先进成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240010 华宝兴业行业精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华宝行业精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241001 华宝兴业海外中国成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华宝海外中国成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240011 华宝兴业大盘精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华宝大盘精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240012 华宝兴业增强收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 华宝增强收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A 类） 

240013 华宝兴业增强收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B类） 华宝增强收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B 类） 

240014 华宝兴业中证 100 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华宝中证 100 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240016 
华宝兴业上证 180 价值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

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 

华宝上证 180 价值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

资基金联接基金 

240017 华宝兴业新兴产业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华宝新兴产业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240018 华宝兴业可转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华宝可转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240019 
华宝兴业上证 180 成长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

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 

华宝上证 180 成长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

资基金联接基金 

162411 
华宝兴业标普石油天然气上游股票指数证券

投资基金(LOF)（人民币份额） 

华宝标普石油天然气上游股票指数证券投资

基金(LOF)（人民币份额） 



001481 
华宝兴业标普石油天然气上游股票指数证券

投资基金(LOF)（美元份额） 

华宝标普石油天然气上游股票指数证券投资

基金(LOF)（美元份额） 

240020 
华宝兴业医药生物优选混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 
华宝医药生物优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240022 华宝兴业资源优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华宝资源优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511990 华宝兴业现金添益交易型货币市场基金 华宝现金添益交易型货币市场基金 

001893 
华宝兴业现金添益交易型货币市场基金 

（B 类） 
华宝现金添益交易型货币市场基金（B 类） 

000124 华宝兴业服务优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华宝服务优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00601 华宝兴业创新优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华宝创新优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00612 华宝兴业生态中国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华宝生态中国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00753 
华宝兴业量化对冲策略混合型发起式 

证券投资基金（A 类） 

华宝量化对冲策略混合型发起式 

证券投资基金（A 类） 

000754 
华宝兴业量化对冲策略混合型发起式 

证券投资基金（C 类） 

华宝量化对冲策略混合型发起式 

证券投资基金（C 类） 

000866 华宝兴业高端制造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华宝高端制造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000867 华宝兴业品质生活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华宝品质生活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000993 
华宝兴业稳健回报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 
华宝稳健回报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01118 华宝兴业事件驱动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华宝事件驱动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01088 华宝兴业国策导向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华宝国策导向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62412 
华宝兴业中证医疗指数分级证券投资 

基金 

华宝中证医疗指数分级证券投资 

基金 

150261 
华宝兴业中证医疗指数分级证券投资 

基金 A 份额 

华宝中证医疗指数分级证券投资 

基金 A 份额 

150262 
华宝兴业中证医疗指数分级证券投资 

基金 B 份额 

华宝中证医疗指数分级证券投资 

基金 B 份额 

001324 
华宝兴业新价值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 
华宝新价值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62413 
华宝兴业中证 1000 指数分级证券投资 

基金 
华宝中证 1000 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 

150263 
华宝兴业中证 1000 指数分级证券投资 

基金 A 份额 
华宝中证 1000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 A份额 

150264 
华宝兴业中证 1000 指数分级证券投资 

基金 B 份额 
华宝中证 1000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 B份额 

162414 
华宝兴业新机遇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LOF) 

华宝新机遇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LOF) 

003144 
华宝兴业新机遇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LOF)（C 类） 

华宝新机遇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LOF)（C 类） 

001534 
华宝兴业万物互联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 
华宝万物互联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01967 
华宝兴业转型升级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 
华宝转型升级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02152 
华宝兴业核心优势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 
华宝核心优势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62415 
华宝兴业标普美国品质消费股票指数证券投

资基金(LOF)（人民币份额） 

华宝标普美国品质消费股票指数证券投资基

金(LOF)（人民币份额） 

002423 
华宝兴业标普美国品质消费股票指数证券投

资基金(LOF)（美元份额） 

华宝标普美国品质消费股票指数证券投资基

金(LOF)（美元份额） 

002508 
华宝兴业宝鑫纯债一年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

投资基金（A 类） 

华宝宝鑫纯债一年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

基金（A 类） 

002509 
华宝兴业宝鑫纯债一年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

投资基金（C 类） 

华宝宝鑫纯债一年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

基金（C 类） 

501021 
华宝兴业标普香港上市中国中小盘指数证券

投资基金(LOF) 

华宝标普香港上市中国中小盘指数证券投资

基金(LOF) 

512810 
华宝兴业中证军工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

资基金 

华宝中证军工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

金 

512000 
华宝兴业中证全指证券公司交易型开放式指

数证券投资基金 

华宝中证全指证券公司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

券投资基金 

003154 
华宝兴业新活力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 
华宝新活力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02634 
华宝兴业未来主导产业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 

华宝未来主导产业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 

003876 
华宝兴业沪深 300 指数增强型发起式证券投

资基金 

华宝沪深 300 指数增强型发起式证券投资 

基金 

002111 
华宝兴业新起点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 

华宝新起点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 

501029 
华宝兴业标普中国 A 股红利机会指数证券投

资基金(LOF) 

华宝标普中国 A 股红利机会指数证券投资基

金(LOF) 

005125 
华宝兴业标普中国 A 股红利机会指数证券投

资基金(LOF)（C 类） 

华宝标普中国 A 股红利机会指数证券投资基

金(LOF)（C 类） 

004248 
华宝兴业新动力一年定期开放灵活配置混合

型证券投资基金 

华宝新动力一年定期开放灵活配置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 

004335 
华宝兴业新飞跃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 

华宝新飞跃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 

004281 
华宝兴业新回报一年定期开放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 

华宝新回报一年定期开放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 

004284 
华宝兴业新优选一年定期开放灵活配置混合

型证券投资基金 

华宝新优选一年定期开放灵活配置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 

501301 
华宝兴业港股通恒生中国(香港上市)25 指数

证券投资基金(LOF) 

华宝港股通恒生中国(香港上市)25 指数证券

投资基金(LOF) 

004480 
华宝兴业智慧产业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 
华宝智慧产业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04481 
华宝兴业第三产业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 
华宝第三产业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04646 
华宝兴业新优享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 

华宝新优享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 



512800 
华宝兴业中证银行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

资基金 

华宝中证银行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 

基金 

162416 
华宝兴业港股通恒生香港 35 指数证券投资 

基金 
华宝港股通恒生香港 35 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注：华宝港股通恒生香港 35指数证券投资基金（162416）尚未开始募集。 

 

上述变更事项符合现行相关法律法规及基金合同的规定，对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无实质

性不利影响。本次变更不影响本公司旗下基金已签署的全部法律文件的效力及履行。   

本公司将于发布公告当日在本公司网站上同时公布经修改后的基金合同及托管协议，招

募说明书及摘要将在定期更新时进行相应修改。 

 

特此公告。 

 

华宝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7年 12月 27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