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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重要提示 

基金管理人的董事会及董事保证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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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金托管人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根据本基金合同规定，于 2018年 10月 24日复核了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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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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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金的过往业绩并不代表其未来表现。投资有风险，投资者在作出投资决策前应仔细阅读本基金

的招募说明书。  

本报告中财务资料未经审计。 

本报告期自 2018年 7月 1日起至 9月 30日止。 

§2  基金产品概况 

基金简称 博时合惠货币 

基金主代码 004137 

基金运作方式 契约型开放式 

基金合同生效日 2017 年 1 月 13 日 

报告期末基金份额总额 78,795,178,863.96 份 

投资目标 
在控制投资组合风险，保持相对流动性的前提下，力争实现超越业绩

比较基准的投资回报。 

投资策略 
本基金将采用积极管理型的投资策略，在控制利率风险、尽量降低基

金资产净值波动风险并满足流动性的前提下，提高基金收益。 

业绩比较基准 活期存款利率(税后)。 

风险收益特征 
本基金为货币市场基金，是证券投资基金中的低风险品种，其预期风

险和预期收益率均低于股票型基金、混合型基金和债券型基金。 

基金管理人 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下属分级基金的基金简称 博时合惠货币 A 博时合惠货币 B 

下属分级基金的交易代码 004841 004137 

报告期末下属分级基金的

份额总额 
14,281,132,436.61 份 64,514,046,427.35 份 

§3  主要财务指标和基金净值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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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人民币元 

主要财务指标 
报告期(2018 年 7 月 1 日-2018 年 9 月 30 日) 

博时合惠货币 A 博时合惠货币 B 

1.本期已实现收益 147,620,607.89 667,646,017.17 

2.本期利润 147,620,607.89 667,646,017.17 

3.期末基金资产净值 14,281,132,436.61 64,514,046,427.35 

注：本期已实现收益指基金本期利息收入、投资收益、其他收入（不含公允价值变动收益）扣

除相关费用后的余额，本期利润为本期已实现收益加上本期公允价值变动收益，由于货币市场基金

采用摊余成本法核算，因此，公允价值变动收益为零，本期已实现收益和本期利润的金额相等。 

3.2 基金净值表现 

3.2.1 本报告期基金份额净值收益率及其与同期业绩比较基准收益率的比较 

1．博时合惠货币A: 

阶段 
净值收益

率① 

净值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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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去三个月 0.9495% 0.0009% 0.0894% 0.0000% 0.8601% 0.0009% 

 

2．博时合惠货币B： 

阶段 
净值收益

率① 

净值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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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去三个月 0.9979% 0.0009% 0.0894% 0.0000% 0.9085% 0.0009% 

3.2.2 自基金合同生效以来 基金累计净值收益率变动及其与同期业绩比较基准收益率变动

的比较 

1．博时合惠货币A 

 

 
2．博时合惠货币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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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管理人报告 

4.1 基金经理（或基金经理小组）简介 

姓名 职务 

任本基金的基金经理期限 证券

从业

年限 

说明 
任职日期 离任日期 

魏桢 

固定收益总

部现金管理

组投资副总

监/基金经

理 

2017-05-31 - 10.0 

魏桢女士，硕士。2004

年起在厦门市商业银行任

债券交易组主管。2008 年

加入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

司。历任债券交易员、固

定收益研究员、博时理财

30 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

金

(2013.01.28-2015.09.11)、

博时岁岁增利一年定期开

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2013.06.26-2016.04.25)、

博时月月薪定期支付债券

型证券投资基金

(2013.07.25-2016.04.25)、

博时双月薪定期支付债券

型证券投资基金

(2013.10.22-2016.04.25)、

博时天天增利货币市场基

金

(2014.08.25-2017.04.26)、

博时保证金实时交易型货

币市场基金

(2015.06.08-2017.04.26)、

博时安盈债券型证券投资

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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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05.22-2017.05.31)、

博时产业债纯债债券型证

券投资基金

(2016.05.25-2017.05.31)、

博时安荣 18 个月定期开

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2015.11.24-2017.06.15)、

博时聚享纯债债券型证券

投资基金

(2016.12.19-2017.10.27)、

博时安仁一年定期开放债

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2016.06.24-2017.11.08)、

博时裕鹏纯债债券型证券

投资基金

(2016.12.22-2017.12.29)、

博时安润 18 个月定期开

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2016.05.20-2018.01.12)、

博时安恒 18 个月定期开

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2016.09.22-2018.04.02)、

博时安丰 18 个月定期开

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LOF）

(2013.08.22-2018.06.21)的

基金经理。现任固定收益

总部现金管理组投资副总

监兼博时现金宝货币市场

基金(2014.09.15—至今)、

博时月月盈短期理财债券

型证券投资基金

(2014.09.22—至今)、博时

现金收益证券投资基金

(2015.05.22—至今)、博时

外服货币市场基金

(2015.06.19—至今)、博时

裕创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

基金(2016.05.13—至今)、

博时裕盛纯债债券型证券

投资基金(2016.05.20—至

今)、博时合利货币市场基

金(2016.08.03—至今)、博

时合鑫货币市场基金

(2016.10.12—至今)、博时

安弘一年定期开放债券型

证券投资基金

(2016.11.15—至今)、博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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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惠货币市场基金

(2017.05.31—至今)、博时

合晶货币市场基金

(2017.08.02—至今)、博时

丰庆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

基金(2017.08.23—至今)、

博时兴盛货币市场基金

(2017.12.29—至今)的基金

经理。 

陈凯杨 

固定收益总

部现金管理

组投资总监

/基金经理 

2017-05-31 - 12.7 

陈凯杨先生，硕士。

2003 年起先后在深圳发

展银行、博时基金、长城

基金工作。2009 年 1 月再

次加入博时基金管理有限

公司。历任固定收益研究

员、特定资产投资经理、

博时理财 30 天债券型证

券投资基金

(2013.01.28-2015.09.11)基

金经理、固定收益总部现

金管理组投资副总监、博

时外服货币市场基金

(2015.06.15-2016.07.20)、

博时岁岁增利一年定期开

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2013.06.26-2016.12.15)、

博时裕瑞纯债债券型证券

投资基金

(2015.06.30-2016.12.15)、

博时裕盈纯债债券型证券

投资基金

(2015.09.29-2016.12.15)、

博时裕恒纯债债券型证券

投资基金

(2015.10.23-2016.12.15)、

博时裕荣纯债债券型证券

投资基金

(2015.11.06-2016.12.15)、

博时裕晟纯债债券型证券

投资基金

(2015.11.19-2016.12.27)、

博时裕泰纯债债券型证券

投资基金

(2015.11.19-2016.12.27)、

博时裕丰纯债债券型证券

投资基金

(2015.11.25-2016.12.27)、

博时裕和纯债债券型证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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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基金

(2015.11.27-2016.12.27)、

博时裕坤纯债债券型证券

投资基金

(2015.11.30-2016.12.27)、

博时裕嘉纯债债券型证券

投资基金

(2015.12.02-2016.12.27)、

博时裕达纯债债券型证券

投资基金

(2015.12.03-2016.12.27)、

博时裕康纯债债券型证券

投资基金

(2015.12.03-2016.12.27)、

博时安心收益定期开放债

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2012.12.06-2016.12.28)、

博时裕腾纯债债券型证券

投资基金

(2016.01.18-2017.05.08)、

博时裕安纯债债券型证券

投资基金

(2016.03.04-2017.05.08)、

博时裕新纯债债券型证券

投资基金

(2016.03.30-2017.05.08)、

博时裕发纯债债券型证券

投资基金

(2016.04.06-2017.05.08)、

博时裕景纯债债券型证券

投资基金

(2016.04.28-2017.05.08)、

博时裕乾纯债债券型证券

投资基金

(2016.01.15-2017.05.31)、

博时裕通纯债债券型证券

投资基金

(2016.04.29-2017.05.31)、

博时安和 18 个月定期开

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2016.01.26-2017.10.26)、

博时安源 18 个月定期开

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2016.06.16-2018.03.08)、

博时安誉 18 个月定期开

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2015.12.23-2018.03.15)、

博时安泰 18 个月定期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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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2016.02.04-2018.03.15)、

博时安祺一年定期开放债

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2016.09.29-2018.03.15)、

博时安诚 18 个月定期开

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2016.11.10-2018.05.28)、

博时裕信纯债债券型证券

投资基金

(2016.10.25-2018.08.23)的

基金经理。现任固定收益

总部现金管理组投资总监

兼博时月月薪定期支付债

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2013.07.25—至今)、博时

双月薪定期支付债券型证

券投资基金(2013.10.22—

至今)、博时现金收益证券

投资基金(2015.05.22—至

今)、博时安瑞 18 个月定

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

金(2016.03.30—至今)、博

时安怡 6 个月定期开放债

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2016.04.15—至今)、博时

裕弘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

基金(2016.06.17—至今)、

博时裕顺纯债债券型证券

投资基金(2016.06.23—至

今)、博时裕昂纯债债券型

证券投资基金

(2016.07.15—至今)、博时

裕泉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

基金(2016.09.07—至今)、

博时裕诚纯债债券型证券

投资基金(2016.10.31—至

今)、博时安康 18 个月定

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

金(LOF)(2017.02.17—至

今)、博时合惠货币市场基

金(2017.05.31—至今)、博

时富益纯债债券型证券投

资基金(2018.05.09—至

今)、博时富华纯债债券型

证券投资基金

(2018.09.19—至今)的基金

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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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上述任职日期、离任日期根据本基金管理人对外披露的任免日期填写。证券从业的含义遵

从行业协会《证券业从业人员资格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 

4.2 管理人对报告期内本基金运作遵规守信情况的说明 

在本报告期内，本基金管理人严格遵循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及其各项实施细则、

本基金基金合同和其他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并本着诚实信用、勤勉尽责、取信于市场、取信于社

会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为基金持有人谋求最大利益。本报告期内，由于证券市场波动等原

因，本基金曾出现个别投资监控指标超标的情况，基金管理人在规定期限内进行了调整，对基金份

额持有人利益未造成损害。 

4.3 公平交易专项说明 

4.3.1 公平交易制度的执行情况 

报告期内，本基金管理人严格执行了《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公平交易制度指导意见》和公司制

定的公平交易相关制度。 

4.3.2 异常交易行为的专项说明 

报告期内未发现本基金存在异常交易行为。 

4.4 报告期内基金投资策略和运作分析 

2018年二季度 GDP同比增速 6.7%，较一季度的 6.8%微幅下行，7-8月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速均保

持在 6%以上，显示经济增长整体韧性犹在。部分经济指标边际放缓，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累计增速

从二季度末的 6.0%下行至 8 月份的 5.3%，其中基础设施建设投资（不含电力）累计同比从二季度末

的 7.3%跌至 8月份的 4.2%，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速进入三季度后保持在 9%附近，出口金额季

调同比从 6月的 12.4%下行至 8月的 10.3%。固定资产投资放缓叠加消费和出口增长乏力将对经济基

本面形成中长期潜在下行压力。 

三季度期间货币政策基调维持稳健中性不变，但微观层面流动性感受较上半年显著宽松。流动性

改善的原因包括 7月下旬财政政策开始转向积极，货币政策需要为积极货币政策创造相适应的宽松

环境；8月至 10月地方政府专项债密集发行缴款也需要宽松流动性的配合；另外中美贸易摩擦升级

对经济基本面的潜在负面影响也支持流动性环境提前转向宽松。 

央行通过增量续作 MLF 和公开市场逆回购等方式向市场投放流动性，资金供求关系的改善带来资

金利率中枢水平下行。8 月上旬银行间质押式回购隔夜品种利率一度跌至 1.5%左右，7天品种利率最

低跌至 2%附近，创下 2015年三季度以来的新低。三季度期间银行间质押式回购 R001 和 R007利率平

均值分别为 2.34%、2.67%，与今年上半年平均值 2.70%和 3.30%相比，下行幅度高达 36bp 和 63b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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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望 2018年四季度，我们认为积极财政政策衍生的信用扩张难以抵御金融去杠杆引发的被动信

用收缩，社融增速有望回落，在消费难以回升、固定资产投资和中美贸易摩擦导致的出口增速疲软

等压力下经济基本面中长期回落风险将进一步加大。该宏观情景下货币政策基调大概率将保持稳健，

微观流动性整体依然会宽松。 

本基金主动预判货币市场工具利率走势，结合组合负债稳定性特征适时进行大类资产配置和组合

平均剩余期限的调整，在货币市场利率短期走高时点适当增配银行存款、同业存单等资产，利用宽

松的流动性环境维持合理杠杆操作获取利差收入，较好地提升了组合收益。 

4.5 报告期内基金的业绩表现 

截至 2018年 09月 30日，报告期内，本基金 A基金份额净值收益率为 0.9495%,本基金 B基金份

额净值收益率为 0.9979%，同期业绩基准收益率 0.0894%。 

4.6 报告期内基金持有人数或基金资产净值预警说明 

无。 

§5  投资组合报告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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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固定收益投资 32,226,108,839.22 40.50 

 其中：债券 31,290,028,839.22 39.33 

 资产支持证券 936,080,000.00 1.18 

2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7,526,617,570.23 9.46 

 其中：买断式回购的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 - 

3 银行存款和结算备付金合计 39,463,429,035.11 49.60 

4 其他资产 347,972,872.41 0.44 

5 合计 79,564,128,316.97 100.00 

5.2 报告期债券回购融资情况 

序号 项目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 

1 

报告期内债券回购融资余额 4.26 

其中：买断式回购融资 
- 

序号 项目 金额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 

2 报告期末债券回购融资余额 744,468,523.29 0.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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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买断式回购融资 - - 

注：报告期内债券回购融资余额占基金资产净值的比例为报告期内每个交易日融资余额占资产净

值比例的简单平均值。 

 债券正回购的资金余额超过基金资产净值的 20％的说明 

在本报告期内本货币市场基金债券正回购的资金余额未超过资产净值的 20%。 

5.3 基金投资组合平均剩余期限 

5.3.1 投资组合平均剩余期限基本情况 

项目 天数 

报告期末投资组合平均剩余期限 105 

报告期内投资组合平均剩余期限最高值 109 

报告期内投资组合平均剩余期限最低值 82 

报告期内投资组合平均剩余期限超过120天情况说明 

本基金本报告期未出现平均剩余期限超过 120天的情况。 

5.3.2 报告期末投资组合平均剩余期限分布比例 

序号 平均剩余期限 
各期限资产占基金资产

净值的比例（%） 

各期限负债占基金资产

净值的比例（％） 

1 30 天以内 13.39 0.94 

 
其中：剩余存续期超过 397 天的浮

动利率债 
- - 

2 30 天（含）—60 天 27.98 - 

 
其中：剩余存续期超过 397 天的浮

动利率债 
- - 

3 60 天（含）—90 天 15.71 - 

 
其中：剩余存续期超过 397 天的浮

动利率债 
- - 

4 90 天（含）—120 天 4.29 - 

 
其中：剩余存续期超过 397 天的浮

动利率债 
- - 

5 120 天（含）—397 天（含） 39.17 - 

 
其中：剩余存续期超过 397 天的浮

动利率债 
- - 

合计 100.53 0.94 

5.4 报告期内投资组合平均剩余存续期超过 240 天情况说明 

本报告期内本货币市场基金投资组合平均剩余期限未超过 240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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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报告期末按债券品种分类的债券投资组合 

序号 债券品种 摊余成本（元）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 

1 国家债券 2,067,174,805.69 2.62 

2 央行票据 - - 

3 金融债券 3,124,071,398.87 3.96 

 其中：政策性金融债 3,124,071,398.87 3.96 

4 企业债券 - - 

5 企业短期融资券 260,006,951.75 0.33 

6 中期票据 - - 

7 同业存单 25,838,775,682.91 32.79 

8 其他 - - 

9 合计 31,290,028,839.22 39.71 

10 
剩余存续期超过397天

的浮动利率债券 
- - 

5.6 报告期末按摊余成本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名的前十名债券投资明细 

序号 债券代码 债券名称 
债券数量 

(张) 
摊余成本（元） 

占基金资产

净值比例

（％） 

1 111882070 18 天津银行 CD229 20,000,000 1,994,110,164.05 2.53 

2 111811097 18 平安银行 CD097 10,000,000 999,165,785.63 1.27 

3 111714299 17 江苏银行 CD299 10,000,000 998,296,639.85 1.27 

4 111881792 
18 北京农商银行
CD054 

10,000,000 997,506,345.25 1.27 

5 111882360 
18 武汉农商行
CD024 

10,000,000 997,182,539.35 1.27 

6 111814078 18 江苏银行 CD078 10,000,000 995,262,276.18 1.26 

7 111883775 18 锦州银行 CD189 10,000,000 995,035,286.36 1.26 

8 111881546 18 盛京银行 CD311 10,000,000 987,585,619.71 1.25 

9 111884219 
18 哈尔滨银行
CD146 

10,000,000 985,057,661.29 1.25 

10 111805209 18 建设银行 CD209 10,000,000 976,336,569.10 1.24 

5.7“影子定价”与“摊余成本法”确定的基金资产净值的偏离 

项目 偏离情况 

报告期内偏离度的绝对值在 0.25(含)-0.5%间的次数 0 次 

报告期内偏离度的最高值 0.2049% 

报告期内偏离度的最低值 0.0965% 

报告期内每个工作日偏离度的绝对值的简单平均值 0.1272% 

注：上表中“偏离情况”根据报告期内各工作日数据计算。 

报告期内负偏离度的绝对值达到0.25%情况说明 

本报告期内本货币市场基金负偏离度的绝对值未超过 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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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期内正偏离度的绝对值达到0.5%情况说明 

本报告期内本货币市场基金正偏离度的绝对值未超过 0.5%。 

5.8 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名的前十名资产支持证券投资

明细 

序号 证券代码 证券名称 数量(份) 摊余成本(元) 
占基金资产净

值比例（％） 

1 149553 宁远 04A1 4,000,000.00 400,000,000.00 0.51 

2 149418 宁远 03A2 2,300,000.00 230,000,000.00 0.29 

3 156006 宁远 06A2 1,500,000.00 150,000,000.00 0.19 

4 146578 花呗 41A1 1,500,000.00 150,000,000.00 0.19 

5 149294 宁远 02A1 800,000.00 6,080,000.00 0.01 

5.9 投资组合报告附注 

5.9.1 基金计价方法说明 

本基金采用摊余成本法计价，即计价对象以买入成本列示，按实际利率并考虑其买入时的溢价与

折价，在其剩余期限内摊销，每日计提收益。本基金采用固定份额净值，基金账面份额净值始终保

持 1.00元。 

5.9.2 报告期内本基金投资的前十名证券的发行主体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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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9.3 其他各项资产构成 

序号 名称 金额(元) 

1 存出保证金 - 

2 应收证券清算款 - 

3 应收利息 316,363,864.82 

4 应收申购款 31,609,007.59 

5 其他应收款 - 

6 待摊费用 - 

7 其他 - 

8 合计 347,972,872.41 

5.9.4 投资组合报告附注的其他文字描述部分 

由于四舍五入的原因，分项之和与合计项之间可能存在尾差。 

§6  开放式基金份额变动 

单位：份 

项目 博时合惠货币 A 博时合惠货币 B 

本报告期期初基金份额总

额 
16,053,747,364.77 65,234,632,244.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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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期基金总申购份额 7,081,930,102.82 31,842,299,422.76 

报告期基金总赎回份额 8,854,545,030.98 32,562,885,239.74 

报告期基金拆分变动份额 - - 

报告期期末基金份额总额 14,281,132,436.61 64,514,046,427.35 

§7  基金管理人运用固有资金投资本基金交易明细 

序号 交易方式 交易日期 交易份额（份） 交易金额（元） 适用费率 

1 申购 2018-09-06 100,000,000.00 100,000,000.00 0.00% 

合计   100,000,000.00 100,000,000.00  

§8 影响投资者决策的其他重要信息 

8.1 报告期内单一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比例达到或超过 20%的情况 

无。 

8.2 影响投资者决策的其他重要信息 

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是中国内地首批成立的五家基金管理公司之一。“为国民创造财富”是博

时的使命。博时的投资理念是“做投资价值的发现者”。截至 2018年 09月 30日，博时基金公司共

管理 177只开放式基金，并受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委托管理部分社保基金，以及多个企业年金

账户，管理资产总规模逾 8169亿元人民币，其中非货币公募基金规模逾 1964亿元人民币，累计分

红逾 894亿元人民币，是目前我国资产管理规模最大的基金公司之一，养老金资产管理规模在同业

中名列前茅。 

1、 基金业绩 

根据银河证券基金研究中心统计，截至 2018年 3季末： 

博时旗下权益类基金业绩表现持续稳健。今年以来 A股市场剧烈震荡，在参与银河排名的 99只

权益产品（各类份额分开计算）中，共 49只银河同类排名前 1/2。其中，股票型基金里，博时国企

改革主题、博时丝路主题、博时工业 4.0、博时军工主题业绩均排名银河同类前 1/4；混合型基金当

中，博时沪港深成长、博时汇智回报、博时新收益、博时鑫泰、博时新策略等多只基金业绩排名银

河同类前 1/8，博时新兴消费、博时裕隆、博时乐臻、博时新策略、博时鑫瑞、博时鑫丰、博时新价

值等多只基金业绩排名银河同类前 1/4，博时精选、博时创业成长、博时沪港深价值优选、博时鑫源、

博时鑫润、博时新起点等多只基金业绩排名银河同类前 1/2；指数型基金当中，博时上证超大盘 ETF

及其联接基金、中证银行分级指数等产品业绩排名银河同类前 1/10, 博时上证 50ETF 及其联接基金

业绩排名银河同类前 1/6，博时裕富沪深 300指数业绩排名银河同类前 1/3，博时银智大数据 100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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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博时深证基本面 200ETF、博时上证自然资源 ETF、博时上证 800证保分级等多只产品业绩排名

银河同类前 1/2。 

博时固定收益类基金业绩表现优异。总计 106只各类型债券基金中共有 86只（各类份额分开计

算）今年以来收益率超过全市场债券平均收益率（3.25%），16只货币基金中共有 11只（各类份额分

开计算）今年以来收益率超过全市场货币基金平均收益率（2.79%），在参与银河排名的 115只固收

产品（各类份额分开计算）中，有 55只产品银河同类排名前 1/2。其中，博时裕瑞纯债、博时利发

纯债、博时裕康纯债今年以来净值增长率为 7.38%、6.48%、6.02%，同类 309只基金中分别排名第 3、

第 10、第 20位，博时天颐债券(A类)、博时宏观回报债券(A/B类)、博时信用债券(A/B类)今年以

来净值增长率分别为 6.07%、4.65%、4.36%，同类 210只基金中分别排名第 5、第 17、第 23位，博

时天颐债券(C类)、博时信用债券(R类) 今年以来净值增长率分别为 5.68%、4.36%，同类 148只基

金中分别排名第 4、第 14，博时裕利纯债债券、博时富瑞纯债债券今年以来净值增长率分别为 5.81%、

5.76%，同类排名前 1/8；货币基金类，博时合惠货币(A类)今年以来净值增长率为 3.15%，在 312

只同类基金排名中位列第 14 位。 

商品型基金当中，博时黄金 ETF联接(A类)、博时黄金 ETF联接(C类)今年以来净值增长率同类

排名第一。 

QDII基金方面，博时标普 500ETF(QDII)、博时标普 500ETF联接(QDII)(A类)，今年以来净值增

长率同类排名均位于前 1/3。 

2、 其他大事件 

2018年 9月 7日，由证券时报主办的“2018中国 AI金融探路者峰会暨第二届中国金融科技先锋”

榜颁奖典礼在深圳举行，凭借长期的敬业精神和沉淀的创新思维，博时基金副总裁王德英获得了

“2018中国金融科技领军人物先锋”的荣誉。 

2018年 9月 6-9日，在阿拉善生态基金会主办，深圳证券信息、全景网协办，深交所、证券业

协会、基金业协会、期货业协会、上市公司协会等单位支持的＂2018第三届绿色行走公益长征暨沙

漠穿越挑战·赛＂中，由 4 名博时员工朱盟（信息技术部）、过钧（固定收益总部）、王飞（信息技

术部）、王盼（信息技术部）组成的代表队，成功穿越内蒙古阿拉善盟腾格里沙漠，率先全员抵达终

点获得团体冠军，其中王飞更获得个人第一。 

2018年 8月，全国社会保障基金境内委托投资管理人 2017年度考评结果出炉，博时基金投研能

力获得高度认可，在公司基本面单项考评中获 A档，三个社保委托组合获评“综合考评 A档”，此为

社保考评结果的最高档。同时，在社保投资经理的考评中，博时基金共收获 3项个人奖项。博时基

金副总裁兼高级投资经理董良泓独揽社保理事会特别颁发的“10年长期贡献社保表彰”，用于肯定其

过去十年在同一家公司管理社保组合，含金量极高。同时，董良泓本人还摘得“10年贡献社保表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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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殊荣，该奖项授予长期为社保服务且业绩优秀的投资管理人，本次仅授予 2人。此外，博时基金

董事总经理兼年金投资部总经理欧阳凡获评“3年贡献社保表彰”。 

2018年 7月 19日，由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主办的“中国基金业 20周年——发展中的思考

与启示”主题论坛在深圳隆重举行。博时基金凭借雄厚的资管实力、出色的投研业绩、锐意创新的

拼搏精神获得基金业协会的高度认可，一举摘得“优秀基金管理人”大奖；副总经理王德英此次荣

获“杰出专业人士”的殊荣。同时，博时主题行业混合（LOF）（160505）更是以长期优异的业绩上

榜“优秀基金产品”。 

§9  备查文件目录 

9.1 备查文件目录 

9.1.1 中国证监会批准博时合惠货币市场基金设立的文件 

9.1.2 《博时合惠货币市场基金基金合同》 

9.1.3 《博时合惠货币市场基金托管协议》 

9.1.4 基金管理人业务资格批件、营业执照和公司章程 

9.1.5博时合惠货币市场基金各年度审计报告正本 

9.1.6报告期内博时合惠货币市场基金在指定报刊上各项公告的原稿 

9.2 存放地点 

基金管理人、基金托管人处。 

9.3 查阅方式 

投资者可在营业时间免费查阅，也可按工本费购买复印件 

投资者对本报告书如有疑问，可咨询本基金管理人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博时一线通：95105568（免长途话费） 

 

 

 

 

 

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一八年十月二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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