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截止日期 2018-12-31

代码 名称 成立日 一级分类 二级分类

004270 汇添富民丰A 2017-09-27 混合型 主动投资混合基金

004271 汇添富民丰C 2017-09-27 混合型 主动投资混合基金

004424 汇添富文体 2018-06-21 混合型 主动投资混合基金

004687 汇添富熙和A 2018-02-11 混合型 主动投资混合基金

004688 汇添富熙和C 2018-02-11 混合型 主动投资混合基金

004774 汇添富添福 2017-07-24 混合型 主动投资混合基金

004831 汇添富鑫泽A 2018-03-08 封闭式 封闭式债券型

004832 汇添富鑫泽C 2018-03-08 封闭式 封闭式债券型

004877 汇添富全球医疗 2017-08-16 QDII QDII混合型

004878 汇添富全球医疗美元现汇 2017-08-16 QDII QDII混合型

004879 汇添富全球医疗美元现钞 2017-08-16 QDII QDII混合型

004946 汇添富盈润A 2017-09-06 混合型 主动投资混合基金

004947 汇添富盈润C 2017-09-06 混合型 主动投资混合基金

005228 汇添富港股通 2017-11-10 混合型 主动投资混合基金

005329 汇添富民安A 2018-02-13 封闭式 封闭式混合型

005330 汇添富民安C 2018-02-13 封闭式 封闭式混合型

005351 汇添富行业 2018-02-13 混合型 主动投资混合基金

005379 汇添富创造 2018-01-19 封闭式 封闭式混合型

005410 汇添富鑫盛A 2018-04-16 封闭式 封闭式债券型

005411 汇添富鑫盛C 2018-04-16 封闭式 封闭式债券型

005503 汇添富60债E 2017-12-21 债券型 短期理财债券型

005504 汇添富大盘 2018-02-13 混合型 主动投资混合基金

005530 汇添富多因子 2018-03-23 股票型 主动投资股票基金

005590 汇添富鑫永A 2018-01-25 封闭式 封闭式债券型

005591 汇添富鑫永C 2018-01-25 封闭式 封闭式债券型

005802 汇添富智能 2018-04-23 股票型 主动投资股票基金

005857 汇添富鑫成A 2018-04-26 封闭式 封闭式债券型

005858 汇添富鑫成C 2018-04-26 封闭式 封闭式债券型

006113 汇添富创新医药 2018-08-08 混合型 主动投资混合基金

006205 汇添富精选 2018-09-21 封闭式 封闭式混合型

006308 汇添富全球消费A 2018-09-21 QDII QDII混合型

006309 汇添富全球消费C 2018-09-21 QDII QDII混合型

006310 汇添富全球消费美元现汇 2018-09-21 QDII QDII混合型

006408 汇添富升级 2018-12-21 混合型 主动投资混合基金

006646 汇添富短债A 2018-12-13 债券型 主动投资债券基金

006647 汇添富短债C 2018-12-13 债券型 主动投资债券基金

006696 汇添富研究 封闭式 封闭式混合型

006763 汇添富养老目标 2018-12-27 FOF 股票型FOF

006772 汇添富丰润 2018-12-24 债券型 主动投资债券基金

501036 汇添富500A 2017-08-10 股票型 指数型股票基金

501037 汇添富500C 2017-08-10 股票型 指数型股票基金

501039 汇添富睿丰A 2017-09-29 封闭式 封闭式混合型

501040 汇添富睿丰C 2017-09-29 封闭式 封闭式混合型



501041 汇添富弘安A 2017-09-29 封闭式 封闭式混合型

501042 汇添富弘安C 2017-09-29 封闭式 封闭式混合型

501043 汇添富300A 2017-09-06 股票型 指数型股票基金

501045 汇添富300C 2017-09-06 股票型 指数型股票基金

501047 汇添富证券A 2017-12-04 股票型 指数型股票基金

501048 汇添富证券C 2017-12-04 股票型 指数型股票基金

501057 汇添富新能源A 2018-05-23 股票型 指数型股票基金

501058 汇添富新能源C 2018-05-23 股票型 指数型股票基金

501063 汇添富悦享 封闭式 封闭式混合型

501065 汇添富经典 2018-12-05 封闭式 封闭式混合型

501188 汇添富配售 2018-07-05 混合型 主动投资混合基金

501305 汇添富高股息A 2017-11-24 股票型 指数型股票基金

501306 汇添富高股息C 2017-11-24 股票型 指数型股票基金

510820 汇添富上证ETF 2017-12-01 股票型 指数型股票基金

512820 汇添富银行ETF 2018-10-23 股票型 指数型股票基金

512830 汇添富战略ETF 股票型 指数型股票基金

000330 汇添富现金宝 2013-09-12 货币市场基金 货币市场基金

000366 汇添富添富通A 2015-01-16 货币市场基金 货币市场基金

000397 汇添富全额宝 2013-12-13 货币市场基金 货币市场基金

000600 汇添富和聚宝 2014-05-28 货币市场基金 货币市场基金

000642 汇添富货币C 2014-06-05 货币市场基金 货币市场基金

000650 汇添富货币D 2014-06-05 货币市场基金 货币市场基金

000762 汇添富绝对收益 2017-03-15 封闭式 封闭式混合型

000980 汇添富添富通B 2015-01-16 货币市场基金 货币市场基金

001490 汇添富国企创新 2015-07-10 股票型 主动投资股票基金

001541 汇添富新动力 2015-08-07 股票型 主动投资股票基金

001668 汇添富全球 2017-01-25 QDII QDII混合型

001685 汇添富沪港深 2016-07-27 股票型 主动投资股票基金

001725 汇添富制造 2017-03-20 股票型 主动投资股票基金

001726 汇添富新兴 2015-12-02 股票型 主动投资股票基金

001796 汇添富安鑫A 2015-11-26 混合型 主动投资混合基金

001801 汇添富达欣A 2015-12-02 混合型 主动投资混合基金

001816 汇添富新睿A 2016-12-21 混合型 主动投资混合基金

002158 汇添富安鑫C 2015-11-26 混合型 主动投资混合基金

002164 汇添富新睿C 2016-12-21 混合型 主动投资混合基金

002165 汇添富达欣C 2015-12-02 混合型 主动投资混合基金

002418 汇添富优选C 2016-02-03 混合型 主动投资混合基金

002419 汇添富盈安保本 2016-04-19 混合型 保本型基金

002420 汇添富盈鑫 2016-03-11 混合型 保本型基金

002487 汇添富稳健A 2016-03-16 封闭式 封闭式债券型

002488 汇添富稳健C 2016-03-16 封闭式 封闭式债券型

002746 汇添富多策略 2016-06-03 封闭式 封闭式混合型

002959 汇添富盈稳 2016-08-03 混合型 保本型基金

003189 汇添富保鑫 2016-09-29 混合型 保本型基金

003194 汇添富国企ETF联接 2016-09-18 股票型 指数型股票基金



003528 汇添富长添利A 2016-12-06 封闭式 封闭式债券型

003529 汇添富长添利C 2016-12-06 封闭式 封闭式债券型

003532J 汇添富鑫利A 2017-03-13 债券型 主动投资债券基金

003533J 汇添富鑫利C 2017-03-13 债券型 主动投资债券基金

004089 汇添富鑫瑞A 2016-12-26 债券型 主动投资债券基金

004090 汇添富鑫瑞C 2016-12-26 债券型 主动投资债券基金

004419 汇添富美元债A 2017-04-20 QDII QDII债券型

004420 汇添富美元债C 2017-04-20 QDII QDII债券型

004421 汇添富美元债A现汇 2017-04-20 QDII QDII债券型

004422 汇添富美元债C现汇 2017-04-20 QDII QDII债券型

004436 汇添富年年泰A 2017-04-14 封闭式 封闭式混合型

004437 汇添富年年泰C 2017-04-14 封闭式 封闭式混合型

004451 汇添富年年丰A 2017-04-20 封闭式 封闭式混合型

004452 汇添富年年丰C 2017-04-20 封闭式 封闭式混合型

004469 汇添富鑫益A 2017-04-20 封闭式 封闭式债券型

004470 汇添富鑫益C 2017-04-20 封闭式 封闭式债券型

004534 汇添富年年益A 2017-05-15 封闭式 封闭式混合型

004535 汇添富年年益C 2017-05-15 封闭式 封闭式混合型

004655 汇添富鑫汇A 2017-06-23 封闭式 封闭式债券型

004656 汇添富鑫汇C 2017-06-23 封闭式 封闭式债券型

150169 汇添富恒生A 2014-03-06 QDII QDII分级子基金

150170 汇添富恒生B 2014-03-06 QDII QDII分级子基金

159005 汇添富快钱A 2014-12-23 货币市场基金 货币市场基金

159006 汇添富快钱B 2014-12-23 货币市场基金 货币市场基金

164701 汇添富贵金 2011-08-31 QDII 商品型QDII

164703 汇添富纯债 2016-11-04 债券型 主动投资债券基金

470014 汇添富14债A 2012-07-10 债券型 短期理财债券型

470021 汇添富优选A 2015-12-22 混合型 主动投资混合基金

470030 汇添富30债A 2012-05-09 债券型 短期理财债券型

470060 汇添富60债A 2012-06-12 债券型 短期理财债券型

470088 汇添富6月红A 2016-02-17 封闭式 封闭式债券型

470089 汇添富6月红C 2016-02-17 封闭式 封闭式债券型

471007 汇添富7天债A 2013-05-29 债券型 短期理财债券型

471014 汇添富14债B 2012-07-10 债券型 短期理财债券型

471030 汇添富30债B 2012-05-09 债券型 短期理财债券型

471060 汇添富60债B 2012-06-12 债券型 短期理财债券型

472007 汇添富7天债B 2013-05-29 债券型 短期理财债券型

501005 汇添富精准A 2016-01-21 股票型 指数型股票基金

501006 汇添富精准C 2016-01-21 股票型 指数型股票基金

501007 汇添富互联医疗A 2016-12-22 股票型 指数型股票基金

501008 汇添富互联医疗C 2016-12-22 股票型 指数型股票基金

501009 汇添富生物科技A 2016-12-22 股票型 指数型股票基金

501010 汇添富生物科技C 2016-12-22 股票型 指数型股票基金

501011 汇添富中药A 2016-12-29 股票型 指数型股票基金

501012 汇添富中药C 2016-12-29 股票型 指数型股票基金



501030 汇添富环境治理A 2016-12-29 股票型 指数型股票基金

501031 汇添富环境治理C 2016-12-29 股票型 指数型股票基金

510810 汇添富国企ETF 2016-07-28 股票型 指数型股票基金

511980 汇添富添富通E 2015-10-16 货币市场基金 货币市场基金

519517 汇添富货币B 2007-05-22 货币市场基金 货币市场基金

519518 汇添富货币A 2006-03-23 货币市场基金 货币市场基金

519888 汇添富快线A 2012-12-21 货币市场基金 货币市场基金

519889 汇添富快线B 2012-12-21 货币市场基金 货币市场基金

960013 汇添富价值O 混合型 主动投资混合基金

960014 汇添富民营O 混合型 主动投资混合基金

960015 汇添富医药O 混合型 主动投资混合基金

000083 汇添富消费 2013-05-03 混合型 主动投资混合基金

000173 汇添富美丽 2013-06-25 混合型 主动投资混合基金

000248 汇添富消费ETF联接 2015-03-24 股票型 指数型股票基金

000368 汇添富动态策略 2013-11-06 股票型 指数型股票基金

000696 汇添富环保 2014-09-16 股票型 主动投资股票基金

000697 汇添富移动 2014-08-26 股票型 主动投资股票基金

000925 汇添富外延 2014-12-08 股票型 主动投资股票基金

001050 汇添富成长 2015-02-16 股票型 主动投资股票基金

001417 汇添富医疗 2015-06-18 混合型 主动投资混合基金

159912 汇添富300ETF 2011-09-16 股票型 指数型股票基金

159928 汇添富消费ETF 2013-08-23 股票型 指数型股票基金

159929 汇添富医药ETF 2013-08-23 股票型 指数型股票基金

159930 汇添富能源ETF 2013-08-23 股票型 指数型股票基金

159931 汇添富金融ETF 2013-08-23 股票型 指数型股票基金

164705 汇添富恒生 2014-03-06 QDII QDII股票型

470006 汇添富医药A 2010-09-21 混合型 主动投资混合基金

470007 汇添富上综 2009-07-01 股票型 指数型股票基金

470008 汇添富策略 2009-12-22 混合型 主动投资混合基金

470009 汇添富民营A 2010-05-05 混合型 主动投资混合基金

470028 汇添富责任 2011-03-29 混合型 主动投资混合基金

470058 汇添富可转债A 2011-06-17 债券型 主动投资债券基金

470059 汇添富可转债C 2011-06-17 债券型 主动投资债券基金

470068 汇添富300ETF联接 2011-09-28 股票型 指数型股票基金

470098 汇添富逆向 2012-03-09 混合型 主动投资混合基金

470888 汇添富香港 2010-06-25 QDII QDII混合型

519008 汇添富优势 2005-08-25 混合型 主动投资混合基金

519018 汇添富均衡 2006-08-07 混合型 主动投资混合基金

519066 汇添富蓝筹 2008-07-08 混合型 主动投资混合基金

519068 汇添富焦点 2007-03-12 混合型 主动投资混合基金

519069 汇添富价值A 2009-01-23 混合型 主动投资混合基金

000122 汇添富实业债A 2013-06-14 债券型 主动投资债券基金

000123 汇添富实业债C 2013-06-14 债券型 主动投资债券基金

000174 汇添富高息债A 2013-06-27 债券型 主动投资债券基金

000175 汇添富高息债C 2013-06-27 债券型 主动投资债券基金



000221 汇添富年年利A 2013-09-06 封闭式 封闭式债券型

000222 汇添富年年利C 2013-09-06 封闭式 封闭式债券型

000395 汇添富安心A 2013-11-22 债券型 主动投资债券基金

000396 汇添富安心C 2013-11-22 债券型 主动投资债券基金

000406 汇添富双利A 2013-12-03 债券型 主动投资债券基金

000407 汇添富双利C 2013-12-03 债券型 主动投资债券基金

000692 汇添富双债C 2014-06-18 债券型 主动投资债券基金

164702 汇添富季红 2012-07-26 封闭式 封闭式债券型

470010 汇添富多元A 2012-09-18 债券型 主动投资债券基金

470011 汇添富多元C 2012-09-18 债券型 主动投资债券基金

470018 汇添富双债A 2014-01-28 债券型 主动投资债券基金

470078 汇添富增收C 2009-09-15 债券型 主动投资债券基金

519078 汇添富增收A 2008-03-06 债券型 主动投资债券基金



三级分类 风险等级 较上季度变动变动原因

灵活配置混合基金 中等 -

灵活配置混合基金 中等 -

偏股混合基金 中等 -

灵活配置混合基金 中等 -

灵活配置混合基金 中等 -

灵活配置混合基金 中等 -

封闭式债券型 较低 -

封闭式债券型 较低 -

QDII混合型 中等 -

QDII混合型 中等 -

QDII混合型 中等 -

偏债混合基金 中等 -

偏债混合基金 中等 -

灵活配置混合基金 中等 -

封闭式混合型 中等 -

封闭式混合型 中等 -

偏股混合基金 中等 -

封闭式混合型 中等 -

封闭式债券型 较低 -

封闭式债券型 较低 -

短期理财债券型 低 -

偏股混合基金 中等 -

主动投资股票基金 中等 -

封闭式债券型 较低 -

封闭式债券型 较低 -

主动投资股票基金 中等 -

封闭式债券型 较低 -

封闭式债券型 较低 -

偏股混合基金 中等 -

封闭式混合型 中等 -

QDII混合型 中等 -

QDII混合型 中等 -

QDII混合型 中等 -

偏股混合基金 中等 -

纯债基金 较低

纯债基金 较低

封闭式混合型 中等

股票型FOF 中等

纯债基金 较低

标准指数股票基金 中等 -

标准指数股票基金 中等 -

封闭式混合型 中等 -

封闭式混合型 中等 -



封闭式混合型 中等 -

封闭式混合型 中等 -

标准指数股票基金 中等 -

标准指数股票基金 中等 -

标准指数股票基金 中等 -

标准指数股票基金 中等 -

标准指数股票基金 中等 -

标准指数股票基金 中等 -

封闭式混合型 中等

封闭式混合型 中等 -

灵活配置混合基金 中等 -

标准指数股票基金 中等 -

标准指数股票基金 中等 -

标准指数股票基金 中等 -

标准指数股票基金 中等 -

标准指数股票基金 中等 -

货币市场基金 低 -

货币市场基金 低 -

货币市场基金 低 -

货币市场基金 低 -

货币市场基金 低 -

货币市场基金 低 -

封闭式混合型 中等 -

货币市场基金 低 -

主动投资股票基金 中等 -

主动投资股票基金 中等 -

QDII混合型 中等 -

主动投资股票基金 中等 -

主动投资股票基金 中等 -

主动投资股票基金 中等 -

灵活配置混合基金 中等 -

灵活配置混合基金 中等 -

灵活配置混合基金 中等 -

灵活配置混合基金 中等 -

灵活配置混合基金 中等 -

灵活配置混合基金 中等 -

灵活配置混合基金 中等 -

保本型基金 中等 -

保本型基金 中等 -

封闭式债券型 较低 -

封闭式债券型 较低 -

封闭式混合型 中等 -

保本型基金 中等 -

保本型基金 中等 -

标准指数股票基金 中等 -



封闭式债券型 较低 -

封闭式债券型 较低 -

普通债券基金 较低

普通债券基金 较低

普通债券基金 较低 -

普通债券基金 较低 -

QDII主动投资债券型较低 -

QDII主动投资债券型较低 -

QDII主动投资债券型较低 -

QDII主动投资债券型较低 -

封闭式混合型 中等 -

封闭式混合型 中等 -

封闭式混合型 中等 -

封闭式混合型 中等 -

封闭式债券型 较低 -

封闭式债券型 较低 -

封闭式混合型 中等 -

封闭式混合型 中等 -

封闭式债券型 较低 -

封闭式债券型 较低 -

QDII分级子基金（优先份额）中等 -

QDII分级子基金（进取份额）高 -

货币市场基金 低 -

货币市场基金 低 -

商品型QDII 高 -

普通债券基金 较低 -

短期理财债券型 低 -

灵活配置混合基金 中等 -

短期理财债券型 低 -

短期理财债券型 低 -

封闭式债券型 较低 -

封闭式债券型 较低 -

短期理财债券型 低 -

短期理财债券型 低 -

短期理财债券型 低 -

短期理财债券型 低 -

短期理财债券型 低 -

标准指数股票基金 中等 -

标准指数股票基金 中等 -

标准指数股票基金 中等 -

标准指数股票基金 中等 -

标准指数股票基金 中等 -

标准指数股票基金 中等 -

标准指数股票基金 中等 -

标准指数股票基金 中等 -



标准指数股票基金 中等 -

标准指数股票基金 中等 -

标准指数股票基金 中等 -

货币市场基金 低 -

货币市场基金 低 -

货币市场基金 低 -

货币市场基金 低 -

货币市场基金 低 -

偏股混合基金 中等 -

偏股混合基金 中等 -

偏股混合基金 中等 -

偏股混合基金 中等 -

偏股混合基金 中等 -

标准指数股票基金 中等 -

标准指数股票基金 中等 -

主动投资股票基金 中等 -

主动投资股票基金 较高 -

主动投资股票基金 较高 -

主动投资股票基金 中等 -

灵活配置混合基金 中等 -

标准指数股票基金 中等 -

标准指数股票基金 中等 -

标准指数股票基金 中等 -

标准指数股票基金 较高 -

标准指数股票基金 较高 -

QDII指数投资股票型中等 -

偏股混合基金 中等 -

标准指数股票基金 中等 -

偏股混合基金 较高 -

偏股混合基金 中等 -

偏股混合基金 较高 -

可转债基金 中等 -

可转债基金 中等 -

标准指数股票基金 中等 -

偏股混合基金 中等 -

QDII混合型 中等 -

灵活配置混合基金 中等 -

偏股混合基金 中等 -

灵活配置混合基金 中等 -

偏股混合基金 中等 -

偏股混合基金 中等 -

普通债券基金 较低 -

普通债券基金 较低 -

普通债券基金 较低 -

普通债券基金 较低 -



封闭式债券型 较低 -

封闭式债券型 较低 -

纯债基金 较低 -

纯债基金 较低 -

普通债券基金 较低 -

普通债券基金 较低 -

普通债券基金 较低 -

封闭式债券型 较低 -

普通债券基金 较低 -

普通债券基金 较低 -

普通债券基金 较低 -

普通债券基金 较低 -

普通债券基金 较低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