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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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金托管人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根据本基金合同规定，于 2017年 10

月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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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年 7月 1 日起至 9月 30日止。 

§2  基金产品概况 

基金简称 申万菱信中证环保产业指数分级 

场内简称 申万环保 

基金主代码 163114 

基金运作方式 契约型开放式 

基金合同生效日 2014 年 5月 30日 

报告期末基金份额总额 911,959,088.05 份 

投资目标 本基金采取指数化投资方式，通过严格的投资程序约

束和数量化风险管理手段，力争控制本基金的净值增

长率与业绩比较基准之间的日均跟踪偏离度的绝对

值不超过 0.35%，年跟踪误差不超过 4%，实现对中证

环保产业指数的有效跟踪。 

投资策略 本基金股票投资策略主要采用完全复制的方法进行

投资，即按照标的指数成份股及其权重构建基金的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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票投资组合，并根据标的指数成份股及其权重的变动

对股票投资组合进行相应地调整。本基金股指期货投

资策略为在股指期货投资中将根据风险管理的原则，

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本着谨慎原则，参与股指期货

的投资。 

业绩比较基准 95%×中证环保产业指数收益率+5%×银行同业存款

利率 

基金管理人 申万菱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下属分级基金的基金简

称 
申万环保 环保 A 环保 B 

下属分级基金的场内简

称 
申万环保 环保 A 环保 B 

下属分级基金的交易代

码 
163114 150184 150185 

报告期末下属分级基金

的份额总额 

440,418,344.05

份 

235,770,372.00

份 

235,770,372.00

份 

下属分级基金的风险收

益特征 

申万环保份额为

常规指数基金份

额，具有预期风

险较高、预期收

益较高的特征，

其预期风险和预

期收益水平均高

于货币市场基

金、债券型基金

和混合型基金。 

申万环保 A 份

额，具有预期风

险低，预期收益

低的特征。 

申万环保 B 份

额由于利用杠杆

投资，具有预期

风险高、预期收

益高的特征。 

§3  主要财务指标和基金净值表现 

3.1 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人民币元 

主要财务指标 报告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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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 7月 1日-2017 年 9月 30日) 

1.本期已实现收益 -10,859,068.47 

2.本期利润 59,569,961.95 

3.加权平均基金份额本期利润 0.0612 

4.期末基金资产净值 895,142,699.39 

5.期末基金份额净值 0.9816 

注：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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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上述基金业绩指标已扣除了基金的管理费、托管费和各项交易费用，但不包

括持有人认购或交易基金的各项费用（例如：申购费、赎回费等），计入认购或

交易基金各项费用后，实际收益水平要低于所列数字。 

3.2 基金净值表现 

3.2.1本报告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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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净值增

长率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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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去三个月 6.96% 0.87% 6.72% 0.88% 0.24% -0.01% 

3.2.2 自基金合同生效以来基金累计份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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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万菱信中证环保产业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 

累计净值收益率与业绩比较基准收益率历史走势对比图 

（2014年 5 月 30日至 2017年 9月 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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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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袁英杰 

本基

金基

金经

理 

2015-01-30 - 10年 

袁英杰先生，硕士研究生。曾

任职于兴业证券、申银万国证

券研究所等，2013 年 5 月加

入申万菱信基金管理有限公

司，曾任高级数量研究员，基

金经理助理，申万菱信中证申

万电子行业投资指数分级证

券投资基金、申万菱信中证申

万传媒行业投资指数分级证

券投资基金、申万菱信中证申

万医药生物指数分级证券投

资基金、申万菱信深证成指分

级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经理，现

任申万菱信中小板指数证券

投资基金（LOF）、申万菱信中

证申万证券行业指数分级证

券投资基金、申万菱信中证环

保产业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

金、申万菱信中证军工指数分

级证券投资基金、申万菱信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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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 300 指数增强型证券投资

基金、申万菱信中证 500指数

优选增强型证券投资基金、申

万菱信中证申万新兴健康产

业主题投资指数证券投资基

金(LOF)、申万菱信臻选 6 个

月定期开放混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申万菱信智选一年期定

期开放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申万菱信中证 500 指数增强

型证券投资基金、申万菱信价

值优利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经理。 

俞诚 

本基

金基

金经

理 

2015-12-03 - 8年 

俞诚先生，经济学学士。2009

年开始从事证券相关工作，

2009 年 8 月加入申万菱信基

金管理有限公司，历任产品与

金融工程总部金融工程师，数

量研究员，申万菱信中证申万

电子行业投资指数分级证券

投资基金、申万菱信中证申万

传媒行业投资指数分级证券

投资基金、申万菱信中证申万

医药生物指数分级证券投资

基金、申万菱信沪深 300价值

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经理，

现任申万菱信深证成指分级

证券投资基金、申万菱信中小

板指数证券投资基金（LOF）、

申万菱信中证申万证券行业

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申万

菱信中证环保产业指数分级

证券投资基金、申万菱信中证

军工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

申万菱信中证 500 指数增强

型证券投资基金、申万菱信价

值优享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经理。 

注：1.任职日期和离任日期一般情况下指公司作出决定之日；若该基金经理自基

金合同生效日起即任职，则任职日期为基金合同生效日。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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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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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告期内，本基金管理人严格遵守《证券法》、《证券投资基金法》及其配

套法规的规定，严格遵守基金合同约定，本着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等原则管理和

运用基金资产，在严格控制风险的基础上为持有人谋求最大利益。 

本基金投资运作符合法律法规和基金合同的规定,信息披露及时、准确、完

整；本基金资产与本基金管理人与公司资产之间严格分开；没有发生内幕交易、

操纵市场和不当关联交易及其他违规行为。在基金资产的管理运作中,无任何损

害基金持有人利益的行为,并通过稳健经营、规范运作、规避风险,保护了基金持

有人的合法权益。 

4.3 公平交易专项说明 

4.3.1公平交易制度的执行情况 

根据《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公平交易制度指导意见》，本公司制定了《公

平交易制度》，通过组织结构的设置、工作制度、流程和技术手段全面落实公平

交易原则在具体业务（包括研究分析、投资决策、交易执行等）环节中的实现，

在保证各投资组合投资决策相对独立性的同时，确保各投资组合在获得投资信息、

投资建议和实施投资决策方面享有公平的机会；同时，通过对投资交易行为的日

常监控和事后分析评估来加强对公平交易过程和结果的监督。 

在投资和研究方面，本公司投资和研究部门不断完善研究方法和投资决策流

程，提高投资决策的科学性和客观性，确保各投资组合享有公平的投资决策机会，

建立公平交易的制度环境。 

在交易执行方面，本公司的投资管理职能和交易执行职能相隔离，通过实行

集中交易制度和公平的交易分配制度，确保各投资组合享有公平的交易执行机会。 

在日常监控和事后分析评估方面，本公司风险管理总部开展日内和定期的工

作对公平交易执行情况作整体监控和效果评估。风险管理总部通过对不同组合之

间同向交易的价差率的假设检验、价格占优的次数百分比统计、价差交易模拟贡

献与组合收益率差异的比较等方法对本报告期以及连续四个季度期间内、不同时

间窗口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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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场外交

易，还特别对比了组合之间发生的同向交易的市场公允价格和交易对手，判断交

易是否公平且是否涉及利益输送。 

本公司通过事前的制度规范、事中的监控和事后的分析评估，严格执行了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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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交易制度，公平对待了旗下各投资组合。本报告期内，未出现违反公平交易制

度的情况。 

4.3.2异常交易行为的专项说明 

本公司制定了《异常交易监控报告制度》，明确定义了在投资交易过程中出

现的各种可能导致不公平交易和利益输送的异常交易类型，并规定且落实了异常

交易的日常监控、识别以及事后的分析流程。 

本基金本报告期内未出现异常交易的情况。本报告期内，本公司所有投资组

合参与的交易所公开竞价同日反向交易成交较少的单边交易量超过该证券当日

成交量的 5%的情况有一次。投资组合经理因投资组合的投资策略而发生同日反

向交易，未导致不公平交易和利益输送。 

4.4 报告期内基金的投资策略和业绩表现说明 

4.4.1报告期内基金投资策略和运作分析 

2017 年三季度，沪深 A 股整体走势稳步向上，指数大小盘结构化剪刀差有

所收敛。报告期内，在流动性中性的环境下，市场依然青睐业绩稳定、估值更具

有优势的蓝筹股以及白马成长板块，而市场担忧的是以小盘为代表的创业板个股

未来高增长能否持续。2017年三季度，上证综指上涨 4.90%，深证成份指数上涨

5.30%，沪深 300 指数上涨 4.63%，中证 500 指数上涨 7.58%，中小板指数上涨

8.86%，创业板指数上涨 2.69%，显示中小盘风格相对占优。    

操作上，基金运作主要着眼于控制每日跟踪误差、净值表现和业绩基准的偏

差幅度。从实际运作结果观察，基金跟踪误差的主要来源有长期停牌股票估值调

整以及指数成分股定期调整。    

本基金产品在申万菱信中证环保指数分级基金之基础份额的基础上，设计了

环保 A份额和环保 B份额。环保 A和环保 B份额之比为 1:1。 

从整体折溢价水平来看，本基金在报告期内折溢价率溢价幅度最大接近

2.49%，折价幅度最大接近-0.92%。 

作为被动投资的基金产品，申万菱信中证环保指数分级基金将继续坚持既定

的指数化投资策略，以严格控制基金相对目标指数的跟踪偏离为投资目标，追求

跟踪误差的最小化，使得投资者可以清晰地计算出分级端两个产品的折溢价状况。 

4.4.2报告期内基金的业绩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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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三季度中证环保指数期间表现为 7.06%，基金业绩基准表现为 6.72%，

申万菱信中证环保指数分级基金净值期间表现为 6.96%，领先业绩基准 0.24%。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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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权益投资 821,513,033.54 91.43 

 其中：股票 821,513,033.54 91.43 

2 固定收益投资 - - 

 其中：债券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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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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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5,255,737.70 8.38 

7 其他各项资产 1,727,921.24 0.19 

8 合计 898,496,692.48 100.00 

注：本基金未开通港股通交易机制投资于港股。 

5.2 报告期末按行业分类的股票投资组合 

5.2.1 报告期末按行业分类的境内股票投资组合 

代码 行业类别 公允价值（元） 
占基金资产净

值比例（％） 

A 农、林、牧、渔业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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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采矿业 
39,793.60 

 

0.00 

 

C 制造业 536,824,990.87 59.97 

D 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 110,385,790.09 12.33 

E 建筑业 55,103,337.33 6.16 

F 批发和零售业 26,380.90 0.00 

G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25,571.91 0.00 

H 住宿和餐饮业 - - 

I 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31,687,092.95 3.54 

J 金融业 - - 

K 房地产业 - - 

L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6,771,502.22 0.76 

M 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 - - 

N 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 72,360,050.00 8.08 

O 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 - - 

P 教育 - - 

Q 卫生和社会工作 115,299.99 0.01 

R 文化、体育和娱乐业 44,000.50 0.00 

S 综合 8,129,223.18 0.91 

 合计 821,513,033.54 91.77 

5.2.2 报告期末按行业分类的港股通投资股票投资组合 

本基金未开通港股通交易机制投资于港股。 

5.3 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十名股票投资明细 

序号 股票代码 股票名称 数量(股) 公允价值(元) 
占基金资产净

值比例(％) 

1 601012 隆基股份 468,882.00 13,817,952.54 1.54 

2 002129 中环股份 1,191,128.00 12,697,424.48 1.42 

3 600884 杉杉股份 523,606.00 12,629,376.72 1.41 

4 002340 格林美 1,438,964.00 12,461,428.24 1.39 

5 300274 阳光电源 718,381.00 12,090,352.23 1.35 

6 002056 横店东磁 1,066,338.00 11,601,757.44 1.30 

7 300355 蒙草生态 845,323.00 10,913,119.93 1.22 

8 300317 珈伟股份 545,536.00 10,463,380.48 1.17 

9 002366 台海核电 363,432.00 10,299,662.88 1.15 

10 300323 华灿光电 550,105.00 10,138,435.15 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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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报告期末按债券品种分类的债券投资组合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债券。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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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券投资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债券。 

5.6报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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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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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 

5.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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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证投资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权证。 

5.9 报告期末本基金投资的股指期货交易情况说明 

5.9.1 报告期末本基金投资的股指期货持仓和损益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投资股指期货交易。 

5.9.2 本基金投资股指期货的投资政策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投资股指期货交易。 

5.10报告期末本基金投资的国债期货交易情况说明 

5.10.1 本期国债期货投资政策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投资国债期货交易。 

5.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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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国债期货交易。 

5.10.3 本期国债期货投资评价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投资国债期货交易。 

5.11投资组合报告附注 

5.11.1本基金投资的前十名证券的发行主体本期没有出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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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罚的情形。 

5.11.2基金投资的前十名股票没有超出基金合同规定的备选股票库。 

5.11.3其他资产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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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名称 金额(元) 

1 存出保证金 96,150.36 

2 应收证券清算款 188,575.68 

3 应收股利 - 

4 应收利息 15,245.32 

5 应收申购款 1,427,949.88 

6 其他应收款 - 

7 待摊费用 - 

8 其他 - 

9 合计 1,727,921.24 

5.11.4报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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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1.5报告期末前十名股票中存在流通受限情况的说明 

序号 股票代码 股票名称 
流通受限部分的

公允价值(元) 

占基金资产

净值比例(%) 

流通受限

情况说明 

1 002129 中环股份 12,697,424.48 1.42 重大事项 

§6  开放式基金份额变动 

单位：份 

项目 申万环保 环保A 环保B 

本报告期期初基金份额总额 529,397,485.10 251,723,322.00 251,723,322.00 

报告期基金总申购份额 77,210,598.00 - - 

减：报告期基金总赎回份额 198,095,639.05 - - 

报告期基金拆分变动份额 31,905,900.00 -15,952,950.00 -15,952,950.00 

本报告期期末基金份额总额 440,418,344.05 235,770,372.00 235,770,372.00 

§7  基金管理人运用固有资金投资本基金情况 

7.1 基金管理人运用固有资金投资本基金交易明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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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告期内，本基金管理人未发生运用固有资金投资本基金的情况。 

§8 备查文件目录 

8.1 备查文件目录 

基金合同； 

招募说明书及其定期更新； 

发售公告； 

成立公告； 

开放日常交易业务公告； 

定期报告； 

其他临时公告。 

 

8.2 存放地点 

上述备查文件中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及其定期更新、基金发售公告和基金

成立公告均放置于本基金管理人及基金托管人的住所；开放日常交易业务公告、

定期报告和其他临时公告放置于本基金管理人的住所。本基金管理人住所地址为：

中国上海市中山南路 100号 11 层。 

 

8.3 查阅方式 

上述文件均可到本基金管理人的住所进行查阅，也可在本基金管理人的网站

进行查阅，查询网址：www.swsmu.com。 

 

 

 

 

 

 

申万菱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一七年十月二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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