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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管理人名称 建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公告依据 《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各基金《基金合同》等法律文件、建信

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第 5届董事会第

7 次会议决议、建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

公司 2019 年第 5 次临时股东会会议决

议

改聘日期 2019 年 11 月 12 日

改聘前会计师事务所名称 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

合伙）

改聘后会计师事务所名称 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

伙）

基金名称 基金简称 基金主代码

建信货币市场基金 建信货币 530002

建信优选成长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

建信优选成长混合 530003

建信优化配置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

建信优化配置混合 530005

建信稳定增利债券型证券

投资基金

建信稳定增利债券 530008

建信核心精选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

建信核心精选混合 530006

建信双周安心理财债券型

证券投资基金

建信双周理财 530014

建信沪深300指数证券投资

基金(LOF)

建 信 沪 深 300 指 数

(LOF)

165309

上证社会责任交易型开放

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责任 ETF 510090

建信上证社会责任交易型

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联接基金

建信责任 530010

建信内生动力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

建信内生动力混合 530011

建信积极配置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

建信积极配置混合 530012

建信安心回报定期开放债

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建信安心回报债券 000105

建信全球机遇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

建信全球机遇混合 539001

建信新兴市场优选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

建信新兴市场混合 539002

建信恒久价值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

建信恒久价值混合 53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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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信双息红利债券型证券

投资基金

建信双息红利债券 530017

建信创新中国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

建信创新中国混合 000308

建信中证500指数增强型证

券投资基金

建信中证 500 指数增强 000478

建信双债增强债券型证券

投资基金

建信双债增强债券 000207

建信嘉薪宝货币市场基金 建信嘉薪宝货币 000686

建信环保产业股票型证券

投资基金

建信环保产业股票 001166

建信精工制造指数增强型

证券投资基金

建信精工制造指数增强 001397

建信鑫利灵活配置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

建信鑫利灵活配置混合 001858

建信兴利灵活配置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

建信兴利灵活配置混合 002585

建信福泽安泰混合型基金

中基金(FOF)

建 信 福 泽 安 泰 混 合

(FOF)

005217

建信睿丰纯债定期开放债

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建信睿丰纯债定期开放

债券

005455

深证基本面 60 交易型开放

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深 F60ETF 159916

建信深证基本面 60 交易型

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联接基金

建信深证基本面 60ETF

联接

530015

建信月盈安心理财债券型

证券投资基金

建信月盈安心理财 530028

建信转债增强债券型证券

投资基金

建信转债增强债券 530020

建信消费升级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

建信消费升级混合 000056

建信稳定得利债券型证券

投资基金

建信稳定得利债券 000875

建信鑫安回报灵活配置混

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建信鑫安回报灵活配置

混合

001304

建信新经济灵活配置混合

型证券投资基金

建信新经济灵活配置混

合

001276

建信鑫丰回报灵活配置混

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建信鑫丰回报灵活配置

混合

001408

建信多因子量化股票型证

券投资基金

建信多因子量化股票 002952

建信民丰回报定期开放混

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建信民丰回报定期开放

混合

0044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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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信中证政策性金融债 1-3

年指数证券投资基金(LOF)

建信中证政策性金融债

1-3 年指数(LOF)

501101

建信中证政策性金融债

8-10 年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LOF)

建信中证政策性金融债

8-10 年指数(LOF)

501105

建信恒稳价值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

建信恒稳价值混合 530016

建信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

基金

建信纯债债券 530021

建信健康民生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

建信健康民生混合 000547

建信信息产业股票型证券

投资基金

建信信息产业股票 001070

建信稳定丰利债券型证券

投资基金

建信稳定丰利债券 001948

建信弘利灵活配置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

建信弘利灵活配置混合 002378

建信恒瑞一年定期开放债

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建信恒瑞一年定期开放

债券

003400

建信中国制造 2025 股票型

证券投资基金

建信中国制造 2025 股

票

001825

建信鑫利回报灵活配置混

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建信鑫利回报灵活配置

混合

004652

建信量化优享定期开放灵

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

金

建信量化优享定期开放

灵活配置混合

004546

建信深证100指数增强型证

券投资基金

建信深证 100 指数增强 530018

建信央视财经 50 指数分级

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建信央视 50 165312

建信优势动力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LOF)

建 信 优 势 动 力 混 合

(LOF)

165313

建信周盈安心理财债券型

证券投资基金

建信周盈安心理财 530030

建信信用增强债券型证券

投资基金

建信信用增强债券 165311

建信潜力新蓝筹股票型证

券投资基金

建信潜力新蓝筹股票 000756

建信现金添利货币市场基

金

建信现金添利货币 000693

建信裕利灵活配置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

建信裕利灵活配置混合 002281

建信睿怡纯债债券型证券

投资基金

建信睿怡纯债债券 0023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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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信现金增利货币市场基

金

建信现金增利货币 002758

建信睿享纯债债券型证券

投资基金

建信睿享纯债债券 003681

建信恒远一年定期开放债

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建信恒远一年定期开放

债券

003427

建信稳定鑫利债券型证券

投资基金

建信稳定鑫利债券 003583

建信战略精选灵活配置混

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建信战略精选灵活配置

混合

005596

建信双利策略主题分级股

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建信双利分级股票 165310

建信双月安心理财债券型

证券投资基金

建信双月安心理财 530029

建信瑞福添利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

建信瑞福添利混合 004182

建信收益增强债券型证券

投资基金

建信收益增强债券 530009

建信稳定添利债券型证券

投资基金

建信稳定添利债券 000435

建信社会责任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

建信社会责任混合 530019

建信改革红利股票型证券

投资基金

建信改革红利股票 000592

建信鑫稳回报灵活配置混

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建信鑫稳回报灵活配置

混合

004617

建信龙头企业股票型证券

投资基金

建信龙头企业股票 005259

建信优享稳健养老目标一

年持有期混合型基金中基

金(FOF)

建信优享稳健养老目标

一年持有期混合（FOF）

006581

建信稳健回报灵活配置混

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建信稳健回报灵活配置

混合

001205

建信互联网+产业升级股票

型证券投资基金

建信互联网+产业升级 001396

建信现代服务业股票型证

券投资基金

建信现代服务业股票 001781

建信汇利灵活配置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

建信汇利灵活配置混合 002573

建信恒安一年定期开放债

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建信恒安一年定期开放

债券

003394

建信睿富纯债债券型证券

投资基金

建信睿富纯债债券 003590

建信高端医疗股票型证券 建信高端医疗股票 0046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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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基金

建信睿和纯债定期开放债

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建信睿和纯债定期开放

债券

005375

建信智享添鑫定期开放混

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建信智享添鑫定期开放

混合

004798

建信港股通恒生中国企业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

资基金

建信港股通恒生中国企

业 ETF

513680

建信睿兴纯债债券型证券

投资基金

建信睿兴纯债债券 006791

建信丰裕多策略灵活配置

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LOF)

建信丰裕多策略灵活配

置混合(LOF)

165317

建信瑞丰添利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

建信瑞丰添利混合 003319

建信鑫瑞回报灵活配置混

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建信鑫瑞回报灵活配置

混合

003831

建信天添益货币市场基金 建信天添益货币 003391

建信中小盘先锋股票型证

券投资基金

建信中小盘先锋股票 000729

建信睿盈灵活配置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

建信睿盈灵活配置混合 000994

建信鑫荣回报灵活配置混

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建信鑫荣回报灵活配置

混合

001498

建信上证 50 交易型开放式

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建信上证 50 510800

建信上证 50 交易型开放式

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发起式

联接基金

建信上证 50 ETF 联接 005880

建信创业板交易型开放式

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建信创业板 ETF 159956

建信创业板交易型开放式

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发起式

联接基金

建信创业板 ETF 联接 005873

建信大安全战略精选股票

型证券投资基金

建信大安全战略精选股

票

001473

建信现金添益交易型货币

市场基金

建信现金添益 003022

建信量化事件驱动股票型

证券投资基金

建信量化事件驱动股票 004730

建信 MSCI 中国 A 股国际通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

资基金

建信MSCI中国A股指数

增强

512180

建信 MSCI 中国 A 股国际通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

建信 MSCI 联接 0058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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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基金发起式联接基金

建信鑫泽回报灵活配置混

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建信鑫泽回报灵活配置

混合

004668

建信中证 1000 指数增强型

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建信中证 1000 指数增

强

006165

建信全球资源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

建信全球资源混合 539003

2. 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上述变更事项，已由建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董事会和股东会会议审议通过，并已按照相

关规定及基金合同约定通报基金托管人，同时将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北京证监局备案。

建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2019 年 11 月 1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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