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银河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旗下基金更换会计师事务所的公告 

公告送出时间：2018 年 9 月 29 日 

1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管理人名称 银河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各基金合同、

招募说明书等法律文件 

改聘日期 2018 年 9 月 27 日 

改聘前会计师事务所名称 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改聘后会计师事务所名称 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基金名称 基金简称 基金主代码 

银河量化优选混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 

银河量化优选混合 004250 

银河鑫月享 6 个月定期开放灵

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银河鑫月享6个月定期开

放混合 A 

004612 

银河鑫月享 6 个月定期开放灵

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银河鑫月享6个月定期开

放混合 C 

004613 

 

银河嘉祥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 

银河嘉祥混合 A 004659 

银河嘉祥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 

银河嘉祥混合 C 004660 

银河量化价值混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 

银河量化价值混合 005053 

银河量化稳进混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 

银河量化稳进混合 005126 

银河智慧主题灵活配置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 

银河智慧混合 005211 

银河铭忆 3 个月定期开放债券

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银河铭忆3个月定开债券 005384 

银河睿达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 

银河睿达混合 A 005386 

银河睿达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 

银河睿达混合 C 005387 

银河嘉谊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 

银河嘉谊混合 A 005459 

银河嘉谊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 

银河嘉谊混合 C 005460 

银河量化成长混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 

银河量化成长混合 005584 

银河文体娱乐主题灵活配置混

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银河文体娱乐混合 005585 

银河量化多策略混合型证券投

资基金 

银河量化多策略混合 005586 



银河庭芳 3 个月定期开放债券

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银河庭芳3个月定开债券 005749 

银河景行 3 个月定期开放债券

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银河景行3个月定开债券 005790 

银河沃丰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

基金 

银河沃丰纯债 006070 

银河睿嘉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

基金 

银河睿嘉债券 A 006071 

银河睿嘉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

基金 

银河睿嘉债券 C 006403 

银河君欣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

基金 

银河君欣债券 C 006407 

银河银富货币市场基金 银河银富货币 A 150005 

银河银富货币市场基金 银河银富货币 B 150015 

银河银泰理财分红证券投资基

金 

银河银泰混合 150103 

银河研究精选混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 

银河研究精选混合 150968 

银河钱包货币市场基金 银河钱包货币 A 150988 

银河钱包货币市场基金 银河钱包货币 B 150998 

银河稳健证券投资基金 银河稳健混合 151001 

银河收益证券投资基金 银河收益债券 151002 

银河通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LOF） 

银河通利债券 A 161505 

银河通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LOF） 

银河通利债券 C 161506 

银河中证沪港深高股息指数型

证券投资基金（LOF） 

银河高股息 LOF 501307 

银河中证沪港深高股息指数型

证券投资基金（LOF） 

银河高 C 501308 

银河旺利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 

银河旺利混合 A 519610 

银河旺利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 

银河旺利混合 C 519611 

银河旺利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 

银河旺利混合 I 519612 

银河君尚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 

银河君尚混合 A 519613 

银河君尚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 

银河君尚混合 C 519614 

银河君尚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 

银河君尚混合 I 519615 

银河君信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 银河君信混合 A 519616 



投资基金 

银河君信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 

银河君信混合 C 

 

519617 

银河君信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 

银河君信混合 I 519618 

银河君荣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 

银河君荣混合 A 519619 

银河君荣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 

银河君荣混合 C 519620 

银河君荣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 

银河君荣混合 I 519621 

银河君怡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

基金 

银河君怡债券 519622 

银河君耀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 

银河君耀混合 A 519623 

银河君耀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 

银河君耀混合 C 519624 

银河君盛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 

银河君盛混合 A 519625 

银河君盛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 

银河君盛混合 C 519626 

银河君润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 

银河君润混合 A 519627 

银河君润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 

银河君润混合 C 519628 

银河睿利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 

银河睿利混合 A 519629 

银河睿利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 

银河睿利混合 C 519630 

银河君欣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

基金 

银河君欣债券 A 519631 

银河君辉 3 个月定期开放债券

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银河君辉3个月定开债券 519632 

银河君腾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 

银河君腾混合 A 519633 

银河君腾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 

银河君腾混合 C 519634 

银河鸿利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 

银河鸿利混合 A 519640 

银河鸿利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 

银河鸿利混合 C 519641 

银河大国智造主题灵活配置混

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银河智造混合 519642 



银河智联主题灵活配置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 

银河智联混合 519644 

银河鑫利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 

银河鑫利混合 I 519646 

银河鸿利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 

银河鸿利混合 I 519647 

银河泰利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

基金 

银河泰利 I 519648 

银河犇利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 

银河犇利混合 A 519649 

银河犇利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 

银河犇利混合 C 519650 

银河转型增长主题灵活配置混

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银河转型混合 519651 

银河鑫利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 

银河鑫利混合 A 519652 

银河鑫利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 

银河鑫利混合 C 519653 

银河丰利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

基金 

银河丰利债券 519654 

银河现代服务主题灵活配置混

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银河服务混合 519655 

银河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 

银河灵活配置混合 A 519656 

银河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 

银河灵活配置混合 C 519657 

银河增利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

资基金 

银河增利债券 A 519660 

银河增利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

资基金 

银河增利债券 C 519661 

银河岁岁回报定期开放债券型

证券投资基金 

银河岁岁回报债券 A 519662 

银河岁岁回报定期开放债券型

证券投资基金 

银河岁岁回报债券 C 519663 

银河美丽优萃混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 

银河美丽混合 A 519664 

银河美丽优萃混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 

银河美丽混合 C 519665 

银河银信添利债券型证券投资

基金 

银河银信添利债券 B 519666 

银河银信添利债券型证券投资

基金 

银河银信添利债券 A 519667 

银河竞争优势成长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 

银河成长混合 519668 



银河领先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银河领先债券 519669 

银河行业优选混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 

银河行业混合 519670 

银河沪深 300 价值指数证券投

资基金 

银河沪深 300 价值指数 519671 

银河蓝筹精选混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 

银河蓝筹混合 519672 

银河康乐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银河康乐股票 519673 

银河创新成长混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 

银河创新混合 519674 

银河泰利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

基金 

银河泰利 A 519675 

银河强化收益债券型证券投资

基金 

银河强化债券 519676 

银河定投宝中证腾讯济安价值

100A 股指数型发起式证券投资

基金 

银河定投宝腾讯济安指

数 

519677 

银河消费驱动混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 

银河消费混合 519678 

银河主题策略混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 

银河主题混合 519679 

注：自本公告披露后，本公司旗下新成立基金亦将聘请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特

殊普通合伙）提供服务。各基金的会计师事务所如有变更，将另行公告。 

 

2 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上述更换事项已按照相关规定及基金合同约定通报基金托管人，并报中国证券监

督管理委员会、上海证监局备案。 

 

特此公告。 

 

 

银河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8 年 9 月 29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