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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重要提示 

基金管理人的董事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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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法律责任。本半年度报告已经三分之二

以上独立董事签字同意，并由董事长签发。 

基金托管人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根据融通通优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本基金”）

基金合同规定，于 2017 年 8 月 22 日复核了本报告中的财务指标、净值表现、利润分配情况、财

务会计报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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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金的招募说明书及其更新。 

本年度报告摘要摘自年度报告正文，投资者欲了解详细内容，应阅读年度报告正文。 

本报告中财务资料未经审计。 

本报告期自 2017年 1 月 1日起至 6月 30日止。 

 

§2 基金简介 

2.1 基金基本情况 

基金简称 融通通优债券 

基金主代码 003146 

基金运作方式 契约型开放式 

基金合同生效日 2016年 8月 9日 

基金管理人 融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 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报告期末基金份额总额 56,468,039.53份 

基金合同存续期 不定期 

2.2 基金产品说明 

投资目标 
本基金在严格控制风险的前提下，力争获得高于业绩

比较基准的投资收益。 

投资策略 

本基金的具体投资策略包括资产配置策略、利率策略、

信用策略、类属配置与个券选择策略以及资产支持证

券投资策略等部分。 

业绩比较基准 中债综合指数收益率 

风险收益特征 

本基金为债券型基金，预期收益和预期风险高于货币

市场基金，但低于混合型基金、股票型基金，属于较

低风险/收益的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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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 

项目 基金管理人 基金托管人 

名称 融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信息披露负责人 

姓名 涂卫东 贺碧波 

联系电话 （0755）26948666 (0574)89103198 

电子邮箱 service@mail.rtfund.com hebibo@nbcb.cn 

客户服务电话  
400-883-8088、（0755）

26948088 
95574 

传真 （0755）26935005 (0574)89103213 

2.4 信息披露方式  

登载基金半年度报告正文的管理人互联网

网址 
http://www.rtfund.com 

基金半年度报告备置地点 基金管理人处、基金托管人处 

 

§3 主要财务指标和基金净值表现 

3.1 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3.1.1 期间数据和指标 报告期(2017年 1月 1日 - 2017年 6月 30日 ) 

本期已实现收益 11,091,642.84 

本期利润 17,078,012.84 

加权平均基金份额本期利润 0.0216 

本期基金份额净值增长率 3.11% 

3.1.2 期末数据和指标 报告期末( 2017年 6月 30 日 ) 

期末可供分配基金份额利润 0.0222 

期末基金资产净值 57,723,355.40 

期末基金份额净值 1.0222 

注：（1）所述基金业绩指标不包括持有人认购或交易基金的各项费用，计入费用后实际收益

水平要低于所列数字；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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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期末可供分配基金份额利润=期末可供分配利润÷期末基金份额总额。其中期末可供分

配利润：如果期末未分配利润的未实现部分为正数,则期末可供分配利润的金额为期末未分配利润

的已实现部分,如果期末未分配利润的未实现部分为负数,则期末可供分配利润的金额为期末未分

配利润（已实现部分扣除未实现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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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基金净值表现 

3.2.1 基金份额净值增长率及其与同期业绩比较基准收益率的比较 

阶段 
份额净值

增长率① 

份额净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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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去一个月 0.16% 0.01% 0.90% 0.06% -0.74% -0.05% 

过去三个月 0.45% 0.01% -0.88% 0.08% 1.33% -0.07% 

过去六个月 3.11% 0.14% -2.11% 0.08% 5.22% 0.06% 

自基金合同

生效起至今 
3.40% 0.11% -4.29% 0.10% 7.69% 0.01% 

  

3.2.2 自基金合同生效以来基金份额累计净值增长率变动及其与同期业绩比较基准收

益率变动的比较 

 

注：1、本基金合同生效日为 2016年 8月 9日，至报告期末基金成立未满 1 年。 

2、本基金的建仓期为 6个月，截至建仓期结束，各项资产配置比例符合合同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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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管理人报告 

4.1 基金管理人及基金经理情况 

4.1.1 基金管理人及其管理基金的经验 

融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经中国证监会证监基字[2001]8 号文批准，于

2001 年 5 月 22 日成立，公司注册资本 12500 万元人民币。本公司的股东及其出资比例为：新时

代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60%、日兴资产管理有限公司（Nikko AssetManagement Co., Ltd.）40%。 

截至 2017 年 6 月 30 日，公司共管理六十六只开放式基金：即融通新蓝筹混合基金、融通债

券基金、融通深证 100指数基金、融通蓝筹成长混合基金、融通行业景气混合基金、融通巨潮 100

指数基金（LOF）、融通易支付货币基金、融通动力先锋股票基金、融通领先成长混合基金（LOF）、

融通内需驱动混合基金、融通深证成份指数基金、融通四季添利债券基金、融通创业板指数基金、

融通医疗保健混合基金、融通岁岁添利定期开放债券基金、融通丰利四分法（QDII-FOF）基金、

融通汇财宝货币市场基金、融通可转债债券基金、融通通泰保本混合基金、融通通泽混合基金、

融通通福债券基金（LOF）、融通通源短融债券基金、融通通瑞债券基金、融通月月添利基金、融

通健康产业混合基金、融通转型三动力混合基金、融通互联网传媒混合基金、融通新区域新经济

混合基金、融通通鑫混合基金、融通新能源混合基金、融通军工分级指数基金、融通证券分级指

数基金、融通中证大农业指数基金（LOF）、融通跨界成长混合基金、融通新机遇混合基金、融通

成长 30混合基金、融通中国风 1号混合基金、融通通盈保本混合基金、融通增利债券基金、融通

增裕债券基金、融通增鑫债券基金、融通增益债券基金、融通增祥债券基金、融通新消费混合基

金、融通增丰债券基金、融通通安债券基金、融通通优债券基金、融通通乾研究精选混合基金、

融通新趋势混合基金、融通通景混合基金、融通国企改革新机遇混合基金、融通通尚混合基金、

融通新优选混合基金、融通通裕债券基金、融通通和债券基金、融通沪港深智慧生活混合基金、

融通现金宝货币市场基金、融通通祺债券基金、融通稳利债券基金、融通通宸债券基金、融通通

玺债券基金和融通通穗债券基金、融通通弘债券基金、融通通润债券基金、融通通颐定期开放债

券基金、融通人工智能指数基金（LOF）。其中，融通债券基金、融通深证 100 指数基金和融通蓝

筹成长混合基金同属融通通利系列证券投资基金。此外，公司还开展了特定客户资产管理业务。 

4.1.2 基金经理（或基金经理小组）及基金经理助理简介 

姓名 职务 

任本基金的基金经理

（助理）期限 
证券从

业年限 
说明 

任职日期 离任日期 

张一格 
本基金的基金

经理、固定收

2016年 8

月 9日 
- 11 

张一格先生，中国人民银行研究生

部经济学硕士、南开大学法学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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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部总经理 士，美国特许金融分析师（CFA）。

11年证券投资从业经历，具有基

金从业资格，现任融通基金管理有

限公司固定收益部总经理。历任兴

业银行资金营运中心投资经理、国

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国泰民安增

利债券等基金的基金经理。2015

年 6月加入融通基金管理有限公

司。现任融通易支付货币、融通通

盈保本混合、融通增裕债券、融通

增祥债券、融通增丰债券、融通通

瑞债券、融通通优债券、融通月月

添利定期开放债券、融通通景灵活

配置混合、融通通鑫灵活配置混

合、融通新机遇灵活配置混合、融

通通裕债券基金的基金经理。 

注：任免日期根据基金管理人对外披露的任免日期填写；证券从业年限以从事证券业务相关

工作的时间为计算标准。 

4.2 管理人对报告期内本基金运作遵规守信情况的说明 

报告期内，本基金管理人严格遵守《证券投资基金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和本基金基金合同的

规定，本着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在严格控制风险的基础上，为基金

持有人谋求最大利益，无损害基金持有人利益的行为，本基金投资组合符合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及基金合同的约定。 

4.3 管理人对报告期内公平交易情况的专项说明 

4.3.1 公平交易制度的执行情况 

本基金管理人一直坚持公平对待旗下所有投资组合的原则，在授权、研究分析、投资决策、

交易执行、业绩评估等各个环节保证公平交易制度的严格执行。 

本基金管理人对报告期内不同时间窗下（日内、3日内、5日内）公司管理的不同投资组合同

向交易的交易价差进行了分析，各投资组合的同向交易价差均处于合理范围之内。 

报告期内，本基金管理人严格执行了公平交易的原则和制度。 

4.3.2 异常交易行为的专项说明 

本基金报告期内未发生异常交易。 

4.4 管理人对报告期内基金的投资策略和业绩表现的说明 

4.4.1 报告期内基金投资策略和运作分析 

2017年上半年，债券市场整体呈现下跌走势。春节后，央行上调公开市场操作利率，被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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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是市场化加息的开始，长端收益率出现大幅跳升。3 月份，在 MPA 考核的压力下，短端收益

率上行明显，非银机构市场融资较为困难。进入 4 月份，央行“削峰填谷”式的调控导致市场出

现超预期的资金紧张，随后金融监管机构风险防控措施不断出台，市场对新的风险担忧加深，并

进一步走软。进入 6月份，央行重启 28天逆回购，市场恐慌情绪缓解，收益率经历了一波快速下

行。 

本基金在债券方面，采用了短久期的配置策略，积极挖掘被市场错杀出价值的品种。 

4.4.2 报告期内基金的业绩表现 

截至本报告期末本基金份额净值为 1.0222元；本报告期基金份额净值增长率为 3.11%，业绩

比较基准收益率为-2.11%。 

4.5 管理人对宏观经济、证券市场及行业走势的简要展望 

债券方面，短期看将迎来难得的交易窗口。在二季度的多重利空下，短期内的收益率高点可

能已经出现，三季度预计来自交易性机构的欠配资金可能会阶段性地推动债市上涨。但另一方面，

市场的基础配置力量尤其是银行的配置，受制于负债端的高成本和增长乏力，会制约收益率下行

的幅度。债市可能会维持区间震荡的格局，这无疑给组合提供了一个追求交易性收益的机会。从

中长期看，债市是否已经迎来拐点还需要等待更多的证据验证。 

接下来，考虑到基金规模较小，信用债操作已极为不便，本基金将更加注重利率债的交易性

机会发掘，并控制好组合波动。 

4.6 管理人对报告期内基金估值程序等事项的说明 

报告期内，本基金的估值业务严格按照《融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证券投资基金估值业务原则

和程序》进行，公司设立由研究部、风险管理部、登记清算部、固定收益部、国际业务部和监察

稽核部共同组成的估值委员会，通过参考行业协会估值意见、参考独立第三方机构估值数据等一

种或多种方式的有效结合，减少或避免估值偏差的发生。估值委员会的相关成员均具备相应的专

业胜任能力和相关工作经历，估值委员会成员不包含基金经理。 

估值委员会定期对经济环境是否发生重大变化、证券发行机构是否发生影响证券价格的重大

事件以及估值政策和程序进行评价，在发生了影响估值政策和程序的有效性及适用性的情况后及

时修订估值方法，以保证其持续适用。估值政策和程序的修订须经公司总经理办公会议审批后方

可实施。基金在采用新投资策略或投资新品种时，应评价现有估值政策和程序的适用性。其中研

究部负责定期对经济环境是否发生重大变化、证券发行机构是否发生影响证券价格的重大事件以

及估值政策和程序进行评价，金融工程小组负责估值方法的研究、价格的计算及复核，登记清算

部进行具体的估值核算并计算每日基金净值，每日对基金所投资品种的公开信息、基金会计估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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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的法规等进行搜集并整理汇总，供估值委员会参考，监察稽核部负责基金估值业务的事前、

事中及事后的审核工作。基金经理不参与估值决定，参与估值流程各方之间亦不存在任何重大利

益冲突，截至报告期末公司未与外部估值定价服务机构签约。 

4.7 管理人对报告期内基金利润分配情况的说明 

本基金于 2017年 2月 22日实施 2017年第 1次利润分配，以 2017年 2月 15日的可分配收益

为基准，融通通优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每 10份基金份额派发红利 0.05元。 

本基金于 2017年 3月 20日实施 2017年第 2次利润分配，以 2017年 3月 13日的可分配收益

为基准，融通通优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每 10份基金份额派发红利 0.045元。 

4.8 报告期内管理人对本基金持有人数或基金资产净值预警情形的说明 

本报告期内,本基金不存在连续二十个工作日基金份额持有人数量不满二百人或者基金资产

净值低于五千万的情形。 

 

§5 托管人报告 

5.1 报告期内本基金托管人遵规守信情况声明 

本报告期内，本托管人在融通通优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称“本基金”）的托管过程中，

严格遵守《证券投资基金法》及其他有关法律法规、基金合同和托管协议的有关规定，不存在损

害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的行为，完全尽职尽责地履行了应尽的义务。 

5.2 托管人对报告期内本基金投资运作遵规守信、净值计算、利润分配等情况的说明 

本报告期内，本托管人根据《证券投资基金法》及其他有关法律法规、基金合同和托管协议

的规定，对本基金管理人的投资运作进行了必要的监督，对基金资产净值的计算、基金份额申购

赎回价格的计算以及基金费用开支等方面进行了认真地复核，未发现本基金管理人存在损害基金

份额持有人利益的行为。报告期内，实施利润分配金额为 13,103,285.13元。 

5.3 托管人对本半年度报告中财务信息等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发表意见 

本报告中的财务指标、净值表现、收益分配情况、财务会计报告（注：财务会计报告中的“金

融工具风险及管理”部分未在托管人复核范围内）、投资组合报告等数据真实、准确和完整。 

 

§6 半年度财务会计报告（未经审计） 

6.1 资产负债表 

会计主体：融通通优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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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截止日： 2017年 6月 30日 

单位：人民币元 

资 产 
本期末 

2017年 6月 30日 

上年度末 

2016年 12月 31日 

资 产：   

银行存款 216,255.85 11,891,426.85 

结算备付金 573,500.00 - 

存出保证金 - - 

交易性金融资产 50,005,000.00 2,031,051,000.00 

其中：股票投资 - - 

基金投资 - - 

债券投资 50,005,000.00 2,031,051,000.00 

资产支持证券投资 - - 

贵金属投资 - - 

衍生金融资产 - -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5,500,000.00 - 

应收证券清算款 3,139.51 - 

应收利息 1,685,847.57 14,564,896.00 

应收股利 - - 

应收申购款 2,997.60 - 

递延所得税资产 - - 

其他资产 - - 

资产总计 57,986,740.53 2,057,507,322.85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 
本期末 

2017年 6月 30日 

上年度末 

2016年 12月 31日 

负 债：   

短期借款 - - 

交易性金融负债 - - 

衍生金融负债 - - 

卖出回购金融资产款 - 59,999,710.00 

应付证券清算款 - - 

应付赎回款 21,230.29 - 

应付管理人报酬 14,252.66 507,231.82 

应付托管费 4,750.90 169,077.24 

应付销售服务费 - - 

应付交易费用 - 27,265.55 

应交税费 - - 

应付利息 - 25,360.77 

应付利润 - - 

递延所得税负债 - - 

其他负债 223,151.28 60,000.00 

负债合计 263,385.13 60,788,645.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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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者权益：   

实收基金 56,468,039.53 1,995,078,199.13 

未分配利润 1,255,315.87 1,640,478.34 

所有者权益合计 57,723,355.40 1,996,718,677.47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总计 57,986,740.53 2,057,507,322.85 

注：报告截止日 2017 年 6月 30日，基金份额净值 1.0222元，基金份额总额 56,468,039.53

份。  

6.2 利润表 

会计主体：融通通优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本报告期：2017年 1月 1日至 2017年 6月 30日 

单位：人民币元 

项 目 
本期 

2017年 1月 1日至 2017年 6月 30日 

一、收入 19,118,886.12 

1.利息收入 13,723,921.11 

其中：存款利息收入 97,110.67 

债券利息收入 12,414,677.34 

资产支持证券利息收入 -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收入 1,212,133.10 

其他利息收入 - 

2.投资收益 -2,337,310.00 

其中：股票投资收益 - 

基金投资收益 - 

债券投资收益 -2,337,310.00 

资产支持证券投资收益 - 

贵金属投资收益 - 

衍生工具收益 - 

股利收益 - 

3.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5,986,370.00 

4.汇兑收益 - 

5.其他收入 1,745,905.01 

减：二、费用 2,040,873.28 

1．管理人报酬 1,224,673.98 

2．托管费 408,224.69 

3．销售服务费 - 

4．交易费用 22,050.00 

5．利息支出 141,133.34 

其中：卖出回购金融资产支出 141,133.34 

6．其他费用 244,791.27 

三、利润总额 17,078,012.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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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所得税费用 - 

四、净利润 17,078,012.84 

注：本基金基金合同于 2016年 8月 9日生效，无上年度可比期间数据。 

6.3 所有者权益（基金净值）变动表 

会计主体：融通通优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本报告期：2017年 1月 1日至 2017年 6月 30日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本期 

2017年 1月 1日至 2017年 6月 30日 

实收基金 未分配利润 所有者权益合计 

一、期初所有者权益（基

金净值） 
1,995,078,199.13 1,640,478.34 1,996,718,677.47 

二、本期经营活动产生

的基金净值变动数（本

期利润） 

- 17,078,012.84 17,078,012.84 

三、本期基金份额交易

产生的基金净值变动数 
-1,938,610,159.60 -4,359,890.18 -1,942,970,049.78 

其中：1.基金申购款 3,342,266.33 62,017.97 3,404,284.30 

2.基金赎回款 -1,941,952,425.93 -4,421,908.15 -1,946,374,334.08 

四、本期向基金份额持

有人分配利润产生的基

金净值变动 

- -13,103,285.13 -13,103,285.13 

五、期末所有者权益（基

金净值） 
56,468,039.53 1,255,315.87 57,723,355.40 

注：本基金基金合同于 2016年 8月 9日生效，无上年度可比期间数据。 

报表附注为财务报表的组成部分。 

本报告 6.1 至 6.4 财务报表由下列负责人签署： 

______张帆______          ______颜锡廉______          ____刘美丽____ 

基金管理人负责人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          会计机构负责人 

6.4 报表附注 

6.4.1 本报告期所采用的会计政策、会计估计与最近一期年度报告相一致的说明 

本基金本报告期所采用的会计政策、会计估计与最近一期年度报告一致。 

6.4.2 差错更正的说明 

本基金在本报告期间无需说明的会计差错更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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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3 关联方关系 

6.4.3.1 本报告期存在控制关系或其他重大利害关系的关联方发生变化的情况 

本报告期与本基金存在控制关系或其他重大利害关系的关联方未发生变化。 

6.4.3.2 本报告期与基金发生关联交易的各关联方 

关联方名称 与本基金的关系 

融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管理人、注册登记机构、基金销售机构 

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银行”) 基金托管人 

注：下述关联交易均在正常业务范围内按一般商业条款订立。  

6.4.4 本报告期的关联方交易 

6.4.4.1 通过关联方交易单元进行的交易 

本基金本报告期未租用关联方的交易单元。 

6.4.4.2 关联方报酬 

6.4.4.2.1 基金管理费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本期 

2017年 1月 1日至 2017年 6月 30日 

当期发生的基金应支付的管理费 1,224,673.98 

其中：支付销售机构的客户维护费 454.91 

注：1、支付基金管理人融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的基金管理人报酬按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

0.30%的年费率计提，逐日累计至每月月底，按月支付。其计算公式为： 

日基金管理人报酬＝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0.30%/当年天数。 

2、客户维护费是基金管理人与基金销售机构约定的依据销售机构销售基金的保有量提取一定

比例的费用，用以向基金销售机构支付客户服务及销售活动中产生的相关费用，该费用从基金管 

理人收取的基金管理费中列支，不属于从基金资产中列支的费用项目。 

6.4.4.2.2 基金托管费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本期 

2017年1月1日至2017年6月30日 

当期发生的基金应支付的托管费 408,224.69 

注：支付基金托管人宁波银行的基金托管费按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 0.10%的年费率计提，逐

日累计至每月月底，按月支付。其计算公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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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基金托管费＝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0.10%/当年天数。 

6.4.4.3 与关联方进行银行间同业市场的债券(含回购)交易 

本基金本报告期无与关联方进行银行间同业市场的债券（含回购）交易。 

6.4.4.4 各关联方投资本基金的情况 

6.4.4.4.1 报告期内基金管理人运用固有资金投资本基金的情况 

本报告期基金管理人未运用固有资金投资本基金。 

6.4.4.4.2 报告期末除基金管理人之外的其他关联方投资本基金的情况 

本报告期末，基金管理人的主要股东及其控制的机构均未持有本基金份额。 

6.4.4.5 由关联方保管的银行存款余额及当期产生的利息收入 

单位：人民币元  

关联方 

名称 

本期 

2017年 1月 1日至 2017年 6月 30日 

期末余额 当期利息收入 

宁波银行 216,255.85 95,453.48 

注：本基金的活期银行存款由基金托管人宁波银行保管，按银行同业利率计息。 

6.4.4.6 本基金在承销期内参与关联方承销证券的情况 

1、本基金本报告期内未买入管理人、托管人的控股股东在承销期内担任副主承销商或分销商

所承销的证券；  

2、本基金本报告期内未买入管理人、托管人的主要股东（非控股）在承销期内承销的证券。 

6.4.4.7 其他关联交易事项的说明 

本基金本报告期无须作说明的其他关联交易事项。 

6.4.5 期末（ 2017 年 6 月 30 日 ）本基金持有的流通受限证券 

6.4.5.1 因认购新发/增发证券而于期末持有的流通受限证券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因认购新发/增发而流通受限证券。 

6.4.5.2 期末持有的暂时停牌等流通受限股票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无持有的暂时停牌等流通受限股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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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5.3 期末债券正回购交易中作为抵押的债券 

6.4.5.3.1 银行间市场债券正回购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因从事银行间市场债券正回购交易而作为抵押的债券。 

6.4.5.3.2 交易所市场债券正回购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因从事交易所市场债券正回购交易而作为抵押的债券。 

 

§7 投资组合报告 

7.1 期末基金资产组合情况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序号 项目 金额 
占基金总资产的比例

（%） 

1 权益投资 - - 

 其中：股票 - - 

2 固定收益投资 50,005,000.00 86.24 

 其中：债券 50,005,000.00 86.24 

       资产支持证券 - - 

3 贵金属投资 - - 

4 金融衍生品投资 - - 

5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5,500,000.00 9.48 

 其中：买断式回购的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 - 

6 银行存款和结算备付金合计 789,755.85 1.36 

7 其他各项资产 1,691,984.68 2.92 

8 合计 57,986,740.53 100.00 

7.2 期末按债券品种分类的债券投资组合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序号 债券品种 公允价值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 

1 国家债券 - - 

2 央行票据 - - 

3 金融债券 50,005,000.00 86.63 

 其中：政策性金融债 50,005,000.00 86.63 

4 企业债券 - - 

5 企业短期融资券 - - 

6 中期票据 - - 

7 可转债（可交换债） - - 

8 同业存单 - - 

9 其他 - - 

10 合计 50,005,000.00 86.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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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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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序号 债券代码 债券名称 数量（张） 公允价值 
占基金资产净值

比例（％） 

1 150417 15农发 17 500,000 50,005,000.00 86.63 

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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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资产支持证券。 

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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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金属投资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贵金属。 

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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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权证。 

7.7 报告期末本基金投资的国债期货交易情况说明 

7.7.1 本期国债期货投资政策 

本基金本报告期未投资国债期货。 

7.7.2 报告期末本基金投资的国债期货持仓和损益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国债期货。 

7.7.3 本期国债期货投资评价 

本基金本报告期未投资国债期货。 

7.8 投资组合报告附注 

7.8.1  

本基金投资的前十名证券的发行主体报告期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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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8.2 期末其他各项资产构成 

单位：人民币元 

序号 名称 金额 

1 存出保证金 - 

2 应收证券清算款 3,139.51 

3 应收股利 - 

4 应收利息 1,685,847.57 

5 应收申购款 2,997.60 

6 其他应收款 - 

7 待摊费用 - 

8 其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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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合计 1,691,984.68 

7.8.3 期末持有的处于转股期的可转换债券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处于转股期的可转换债券。 

 

§8 基金份额持有人信息 

8.1 期末基金份额持有人户数及持有人结构 

份额单位：份 

持有人户数

(户) 

户均持有的

基金份额 

持有人结构 

机构投资者 个人投资者 

持有份额 
占总份

额比例 
持有份额 

占总份

额比例 

277 203,855.74 55,054,092.06 97.50% 1,413,947.47 2.50% 

8.2 期末基金管理人的从业人员持有本基金的情况 

项目 持有份额总数（份） 占基金总份额比例 

基金管理人所有从业人员持有本基金 2,332.20 0.0041% 

8.3 期末基金管理人的从业人员持有本开放式基金份额总量区间的情况 

项目 持有基金份额总量的数量区间（万份） 

本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基金投资和研究部

门负责人持有本开放式基金 
0~10 

本基金基金经理持有本开放式基金 0 

  

§9 开放式基金份额变动 

单位：份 

基金合同生效日（ 2016年 8月 9日 ）基金份额总额 200,003,279.43 

本报告期期初基金份额总额 1,995,078,199.13 

本报告期基金总申购份额 3,342,266.33 

减:本报告期基金总赎回份额 1,941,952,425.93 

本报告期基金拆分变动份额 - 

本报告期期末基金份额总额 56,468,039.53 

§10 重大事件揭示 

10.1 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决议 

本报告期内，本基金未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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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 基金管理人、基金托管人的专门基金托管部门的重大人事变动 

10.2.1 基金管理人的重大人事变动 

1、2017 年 3 月 4 日，本基金管理人发布了《融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高级管理人员变更

公告》，经本基金管理人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临时会议审议并通过，同意孟朝霞女士辞去公司

总经理职务，并决定由公司董事长高峰先生代为履行公司总经理职务。 

2、2017 年 6 月 3 日，本基金管理人发布了《融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高级管理人员变更

的公告》，经本基金管理人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临时会议决议审议并通过，决定由张帆先生担

任公司总经理职务，公司董事长高峰先生不再代为履行公司总经理职务。 

10.2.2 基金托管人的基金托管部门的重大人事变动 

本报告期内，基金托管人无重大人事变更。 

10.3 涉及基金管理人、基金财产、基金托管业务的诉讼 

本报告期内，无涉及基金管理人、基金财产及基金托管业务的诉讼事项。 

10.4 基金投资策略的改变 

本报告期内，本基金投资策略未发生改变。 

10.5 为基金进行审计的会计师事务所情况 

本基金聘请的会计师事务所为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该事务所自基金

合同生效日起为本基金提供审计服务至今。 

10.6 管理人、托管人及其高级管理人员受稽查或处罚等情况 

本报告期内，本基金的基金管理人、托管人的托管业务部门及其高级管理人员无受稽查或处

罚等情况。 

10.7 基金租用证券公司交易单元的有关情况   

10.7.1 基金租用证券公司交易单元进行股票投资及佣金支付情况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券商名称 

 

交易单元

数量 

股票交易 应支付该券商的佣金  

 

备注 成交金额 

占当期股票 

成交总额的比

例 

佣金 
占当期佣金 

总量的比例 

兴业证券 2 - - - - - 

注：（1）本基金选择代理本公司所管理的基金进行证券买卖业务的证券经营机构的标准包括以下

六个方面： 

1）资力雄厚，信誉良好，注册资本不少于 3亿元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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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财务状况良好，各项财务指标显示公司经营状况稳定； 

3）经营行为规范，最近两年未因重大违规行为而受到中国证监会和中国人民银行处罚； 

4）内部管理规范、严格，具备健全的内控制度，并能满足基金运作高度保密的要求； 

5）具备基金运作所需的高效、安全的通讯条件，交易设施符合代理本基金进行证券交易的需要，

并能为本基金提供全面的信息服务； 

6）研究实力较强，有固定的研究机构和专门研究人员，能及时为本基金提供高质量的咨询服务，

包括宏观经济报告、行业报告、市场走向分析、个股分析报告及其他专门报告，并能根据基金投

资的特定要求，提供专门研究报告。 

（2）选择代理本公司所管理的基金进行证券买卖业务的证券经营机构的程序包括以下四个步骤： 

1）券商服务评价； 

2）拟定租用对象。由研究部根据以上评价结果拟定备选的券商； 

3）上报批准。研究部将拟定租用对象上报分管副总经理批准； 

4）签约。在获得批准后，按公司签约程序代表公司与确定券商签约。 

（3）交易单元变更情况 

本基金本报告期无交易单元变更。 

10.7.2 基金租用证券公司交易单元进行其他证券投资的情况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券商名称 

债券交易 债券回购交易 权证交易 

成交金额 

占当期债券 

成交总额的比

例 

成交金额 

占当期债

券回购 

成交总额

的比例 

成交金额 

占当期权证 

成交总额的

比例 

兴业证券 - - 299,200,000.00 100.00% - - 

 

§11 影响投资者决策的其他重要信息 

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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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资者类别 

报告期内持有基金份额变化情况 报告期末持有基金情况 

序

号 

持有基金份额比例达

到或者超过 20%的时

间区间  

期初 

份额 

申购 

份额 

赎回 

份额 
持有份额 

份额占

比 

机构 1 20170101-20170630 1,995,054,092.06 - 1,940,000,000.00 55,054,092.06 97.50% 

个人 - - - - - - - 

产品特有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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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基金份额持有人占比过于集中时，可能存在因某单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额赎回而引起基金单位份额净值剧烈波动的风险及

流动性风险。 

 

 

融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一七年八月二十八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