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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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金托管人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根据本基金合同规定，于 2018年 7月 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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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 4月 1日起至 6月 30日止。

§2  基金产品概况

基金简称 博时鑫禧混合

基金主代码 005154
基金运作方式 契约型开放式

基金合同生效日 2017 年 9 月 26 日

报告期末基金份额总额 1,918,621.62 份

投资目标
本基金通过对多种投资策略的有机结合，在严格控制风险的前提下，

力争为基金份额持有人获取长期持续稳定的投资回报。

投资策略

本基金通过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相结合、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互相

补充的方法，在股票、债券和现金等资产类之间进行相对稳定的适

度配置，强调通过自上而下的宏观分析与自下而上的市场趋势分析

有机结合进行前瞻性的决策。

业绩比较基准 沪深 300 指数收益率×50% +中证综合债指数收益率×50%

风险收益特征

本基金为混合型基金，其预期收益及预期风险水平低于股票型基金，

高于债券型基金及货币市场基金，属于中高收益/风险特征的基金。

基金管理人 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下属分级基金的基金简称 博时鑫禧混合 A 博时鑫禧混合 C
下属分级基金的交易代码 005154 005155
报告期末下属分级基金的

份额总额
126,110.78 份 1,792,510.84 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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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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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期

(2018 年 4 月 1 日-2018 年 6 月 30 日)主要财务指标

博时鑫禧混合 A 博时鑫禧混合 C
1.本期已实现收益 4,343.28 -11,454,833.13
2.本期利润 -10,399.23 -14,309,007.91
3.加权平均基金份额本期利润 -0.0525 -0.1516
4.期末基金资产净值 127,648.40 1,812,968.81
5.期末基金份额净值 1.0122 1.0114

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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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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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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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博时鑫禧混合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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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4% 0.77% -4.07% 0.57% 1.43% 0.20%

2．博时鑫禧混合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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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7% 0.77% -4.07% 0.57% 1.40% 0.20%

3.2.2 自基金合同生效以来基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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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博时鑫禧混合A：

2．博时鑫禧混合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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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本基金的基金合同于 2017 年 9 月 26 日生效。按照本基金的基金合同规定,自基金合同生

效之日起六个月内使基金的投资组合比例符合本基金合同第十三条“（二）投资范围”、“（四）投

资限制”的有关约定。本基金建仓期结束时各项资产配置比例符合基金合同约定。

§4  管理人报告

4.1 基金经理（或基金经理小组）简介

任本基金的基金经理期限

姓名 职务
任职日期 离任日期

证券

从业

年限

说明

王申

固定收益总

部研究组总

监/基金经

理

2017-09-26 - 8.5

2002 年起先后在友邦保

险、申银万国证券、国金

证券工作。2013 年加入

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历任固定收益研究主管、

固定收益总部研究组副总

监、博时锦禄纯债债券基

金（2016.11.8-
2017.10.19）、博时民丰

纯债债券基金

（2016.11.30-
2017.12.29）、博时安慧

18 个月定开债基金

（2016.12.16-
2017.12.29）、博时合惠

货币基金（2017.1.13-
2018.3.15）、博时智臻纯

债债券基金（2016.8.30-
2018.3.15）、博时民泽纯

债债券基金（2017.1.13-
2018.3.15）、博时富嘉纯

债债券基金（2017.1.20-
2018.3.15）、博时汇享纯

债债券基金（2017.2.28-
2018.3.15）、博时丰达纯

债债券基金（2016.11.8-
2018.3.29）、博时丰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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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个月定开债发起式基金

（2018.3.29-2018.4.23）
的基金经理。现任固定收

益总部研究组总监兼博时

宏观回报债券基金

（2015.5.22-至今）、博

时新财富混合基金

（2015.6.24-至今）、博

时富鑫纯债债券基金

（2016.11.17-至今）、博

时鑫润混合基金

（2016.12.7-至今）、博

时鑫泰混合基金

（2016.12.29-至今）、博

时富腾纯债债券基金

（2017.6.27-至今）、博

时盈海纯债债券基金

（2017.8.14-至今）、博

时鑫禧混合基金

（2017.9.26-至今）的基

金经理。

陈雷 基金经理 2017-10-09 - 10

2007 年起华信惠悦咨询

公司工作。2008 年加入

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历任数据分析员、研究员、

资深研究员、基金经理助

理、博时回报灵活配置混

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2014.12.8-2016.4.20）、

博时平衡配置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2015.2.13-
2016.4.20）的基金经理。

现任博时行业轮动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

（2014.8.29-至今）、博

时内需增长灵活配置混合

型证券投资基金

（2017.3.10-至今）、博

时鑫禧灵活配置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2017.10.9-
至今）的基金经理。

注：上述任职日期、离任日期根据本基金管理人对外披露的任免日期填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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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本报告期内，本基金管理人严格遵循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及其各项实施细

则、本基金基金合同和其他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并本着诚实信用、勤勉尽责、取信于市场、取信

于社会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为基金持有人谋求最大利益。本报告期内，由于证券市场波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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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原因，本基金曾出现个别投资监控指标超标的情况，基金管理人在规定期限内进行了调整，对基

金份额持有人利益未造成损害。

4.3 公平交易专项说明

4.3.1 公平交易制度的执行情况

报告期内，本基金管理人严格执行了《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公平交易制度指导意见》和公司

制定的公平交易相关制度。

4.3.2 异常交易行为的专项说明

报告期内未发现本基金存在异常交易行为。

4.4 报告期内基金投资策略和运作分析

国内经济 2季度以来整体呈现制造端较强但需求端偏弱的趋势，一方面地产产业链和基建投资

的需求回落，另外一方面消费增速也开始下降。整体趋势符合我们此前认为本次制造业产能投资尚

未大量启动，经济呈现回落趋势但风险可控的预期。从市场来看，2季度市场下跌幅度较大，主要

市场对经济的预期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使得经济敏感型行业的盈利预期和估值发生波动，此外金融去

杠杆使得部分公司的质押问题开始显现。

报告期内本基金的净值出现一定的下跌，相对收益情况尚可。主要的正收益来自于在白酒和化

工股票上的获利了结。进入 5月以来，本基金开始持仓能源车产业链相关的个股，尤其是中游产业

链环节，我们认为随着续航里程和性价比的提升，新能源乘用车销量增长的持续性变强，有利于中

游环节利润率逐步企稳并向合理水平回归，带来相应的投资机会。

展望 18年后续的市场，我们认为由于经济仍然呈现回落趋势：去库存、地产销售回落、基建

回落，经济敏感型部门的盈利预期下调；但由于尚不是产能去化的负反馈，回落程度应小于 11-

15年；市场方向：经济敏感型部门下有估值支撑，上有基本面压制，整体仍然呈现震荡波动趋势；

部分成长性个股的估值吸引力随着市场的下跌逐步变大，进入布局的好时机。

4.5 报告期内基金的业绩表现

截至 2018年 06月 30日,本基金 A类基金份额净值为 1.0122元,份额累计净值为 1.0122元,本

基金 C类基金份额净值为 1.0114元,份额累计净值为 1.0114元.报告期内，本基金 A基金份额净值

增长率为-2.64%,本基金 C基金份额净值增长率为-2.67%，同期业绩基准增长率-4.07%。

4.6 报告期内基金持有人数或基金资产净值预警说明

本基金在本报告期内，于 2018年 5月 4日至 2018年 6月 29日出现了连续 20个工作日资产净

值低于五千万元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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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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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其中：股票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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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30,874.83 42.34

7 其他各项资产 1,267,882.84 57.66
8 合计 2,198,757.67 100.00

5.2 报告期末按行业分类的股票投资组合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股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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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股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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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博时鑫禧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2018 年第 2 季度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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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股指期货。

5.10 报告期末本基金投资的国债期货交易情况说明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国债期货。

5.11 投资组合报告附注

5.11.1 本报告期内，本基金投资的前十名证券的发行主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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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没有投资超出基金合同规定备选股票库之外的股票。

5.11.3 其他资产构成

序号 名称 金额(元)
1 存出保证金 1,266,872.46
2 应收证券清算款 -
3 应收股利 -
4 应收利息 1,010.38
5 应收申购款 -
6 其他应收款 -
7 待摊费用 -
8 其他 -
9 合计 1,267,882.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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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前十名股票中不存在流通受限情况。

5.11.6 投资组合报告附注的其他文字描述部分

由于四舍五入的原因，分项之和与合计项之间可能存在尾差。

§6  开放式基金份额变动

单位：份

项目 博时鑫禧混合 A 博时鑫禧混合 C
本报告期期初基金份额总

额
302,126.09 250,294,123.65

报告期基金总申购份额 2,965.25 459,506.43
减：报告期基金总赎回份

额
178,980.56 248,961,119.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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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期基金拆分变动份额 - -
本报告期期末基金份额总

额
126,110.78 1,792,510.84

§7  基金管理人运用固有资金投资本基金情况

7.1 基金管理人持有本基金份额变动情况

基金管理人未持有本基金份额。

7.2 基金管理人运用固有资金投资本基金交易明细

报告期内基金管理人未发生运用固有资金申购、赎回或者买卖本基金的情况。

§8 影响投资者决策的其他重要信息

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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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持有基金份额变化情况
报告期末持有基金情

况
投

资

者

类

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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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04-01~2018-06-30 250,120,527.78 - 248,700,000.00 1,420,527.78 74.04%

产品特有风险

本报告期内，本基金出现单一份额持有人持有基金份额占比超过 20%的情况，当该基金份额

持有人选择大比例赎回时，可能引发巨额赎回。若发生巨额赎回而本基金没有足够现金时，存在

一定的流动性风险；为应对巨额赎回而进行投资标的变现时，可能存在仓位调整困难，甚至对基

金份额净值造成不利影响。基金经理会对可能出现的巨额赎回情况进行充分准备并做好流动性管

理，但当基金出现巨额赎回并被全部确认时，申请赎回的基金份额持有人有可能面临赎回款项被

延缓支付的风险，未赎回的基金份额持有人有可能承担短期内基金资产变现冲击成本对基金份额

净值产生的不利影响。

本基金出现单一份额持有人持有基金份额占比超过 20%的情况，根据基金合同相关约定，该

份额持有人可以独立向基金管理人申请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并有权自行召集基金份额持有

人大会。该基金份额持有人可以根据自身需要独立提出持有人大会议案并就相关事项进行表决。

基金管理人会对该议案的合理性进行评估，充分向所有基金份额持有人揭示议案的相关风险。

在极端情况下，当持有基金份额占比较高的基金份额持有人大量赎回本基金时，可能导致在

其赎回后本基金资产规模连续六十个工作日低于 5000 万元，基金还可能面临转换运作方式、与其

他基金合并或者终止基金合同等情形。 
此外，当单一基金份额持有人所持有的基金份额已经达到或超过本基金规模的 50%或者接受

某笔或者某些申购或转换转入申请有可能导致单一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的比例达到或者超过

50%时，本基金管理人可拒绝该持有人对本基金基金份额提出的申购及转换转入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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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 影响投资者决策的其他重要信息

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是中国内地首批成立的五家基金管理公司之一。“为国民创造财富”是

博时的使命。博时的投资理念是“做投资价值的发现者”。截至 2018年 06月 30日，博时基金公

司共管理 185只开放式基金，并受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委托管理部分社保基金，以及多个企业

年金账户，管理资产总规模逾 8461亿元人民币，其中非货币公募基金规模逾 1947亿元人民币，累

计分红逾 872亿元人民币，是目前我国资产管理规模最大的基金公司之一，养老金资产管理规模在

同业中名列前茅。

1、 基金业绩

根据银河证券基金研究中心统计，截至 2018年 2季末：

权益基金方面，标准指数股票型基金里，博时中证银联智惠大数据 100指数(A类)、博时裕富

沪深 300指数(A类)等今年以来净值增长率同类排名为前 1/4；股票型分级子基金里，博时中证银

行分级指数(B级)等今年以来净值增长同类基金中排名为前 1/3；混合偏股型基金中, 博时创业成

长混合(C类)今年以来净值增长率同类基金排名第一，博时创业成长混合(A类) 今年以来净值增长

率同类基金排名位居前 1/10，博时行业轮动混合等今年以来净值增长率同类排名为前 1/3；混合灵

活配置型基金中，博时裕益灵活配置混合基金今年以来净值增长率为 3.14%，在 166只同类基金排

名第 6，博时汇智回报灵活配置混合基金今年以来净值增长率为 4.38% ，同类基金排名位居前

1/10，博时新价值灵活配置混合(A类)、博时新策略灵活配置混合(A类)、博时新起点灵活配置混

合(A类)、博时新起点灵活配置混合(C类)今年以来净值增长率分别为 2.12%、1.93%、1.65%、

1.60%，同类基金排名均位居前 1/8，博时新价值灵活配置混合(C类)今年以来净值增长率为

2.07%，同类基金中排名位于前 1/6。

黄金基金类，博时黄金 ETF联接(A类)、博时黄金 ETF联接(C类)今年以来净值增长率同类排

名第一。

固收方面，长期标准债券型基金中，博时天颐债券(A类)、博时宏观回报债券(A/B类)、博时

信用债券(A/B类)今年以来净值增长率为 5.11%、4.56%、4.54%，同类 219只基金中分别排名第

3、第 8、第 9位，博时天颐债券(C类)、博时信用债券(R类)、博时信用债券(C类)、博时宏观回

报债券(C类)今年以来净值增长率分别为 4.88%、4.56%、4.34%、4.23%，同类 153只基金中分别排

名第 2、第 4、第 7、第 8位，博时富华纯债债券、博时景兴纯债债券、博时富益纯债债券、博时

裕康纯债债券、博时富发纯债债券、博时聚瑞纯债债券等今年以来净值增长率分别为 4.43%、4.10%、

3.98%、3.93%、3.89%、3.88%，同类排名前 1/10；货币基金类，博时兴荣货币、博时合惠货币

(A类)今年以来净值增长率分别为 2.21%、2.18%，在 315只同类基金排名中位列第 15位与第 24位。

QDII基金方面，博时标普 500ETF(QDII)、博时标普 500ETF联接(QDII)(A类)，今年以来净值

增长率同类排名分别位于前 1/5、1/4。

2、 其他大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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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 6月 8日，由《中国证券报》主办的中国基金业二十周年高峰论坛暨第十五届“中国基

金业金牛奖”颁奖典礼在苏州隆重举行。经过激烈且公平的票选，博时基金获得“2017年度最受

信赖金牛基金公司”荣誉称号。

2018年 5月 24日，由《中国基金报》、《证券时报》主办的“第五届中国基金业英华奖、中

国基金业 20年最佳基金经理评选颁奖典礼暨高峰论坛”在深圳隆重举行。从业经历逾 23年的博时

基金副总经理兼高级投资经理董良泓荣获“中国基金业 20年最佳基金经理”殊荣，此荣誉于全行

业仅有 20人获评；博时基金固收名将陈凯杨则凭借长期稳健的投资业绩荣膺“三年期纯债投资最

佳基金经理”称号。值得一提的是，这也是陈凯杨继 2016年之后连续两年蝉联该项殊荣，足见市

场对其管理业绩的认可。

2018年 5月 23日，由新浪财经和济安金信主办的“致敬公募 20年”颁奖典礼在北京举行，公

募基金老五家之一的博时基金凭借长期优良的投研业绩、雄厚的综合资管实力和对价值投资理念的

一贯倡导共揽获“最佳资产管理公司”、“最受投资者欢迎基金公司”、“行业特别贡献奖”和

“区域影响力奖-珠三角”这四项最具份量的公司大奖；博时基金总经理江向阳获得“行业领军人

物奖”。同时，博时旗下产品博时双月薪定期支付债券基金（000277）获得“最具价值理念基金产

品奖-债券型”，博时亚洲票息收益债券（QDII）（人民币 050030：，美元现汇：050202，美元现

钞：050203）获得“最具投资价值基金产品奖-QDII”。

2018年 5月 17日，被誉为“证券期货行业科学技术领域最高荣誉”的第六届证券期货科学技

术奖的评审结果近日在北京揭晓。博时基金从上百个竞争对手中脱颖而出，一举夺得二等奖

（DevOps统一研发平台）、三等奖（证券投资基金行业核心业务软件系统统一测试）以及优秀奖

（新一代基金理财综合业务接入平台）三项大奖，成为获得奖项最多的金融机构之一。

2018年 5月 10日，由《上海证券报》主办的“2018中国基金业峰会暨第十五届金基金奖颁奖

典礼”在上海举行。在此次颁奖典礼上，博时基金揽获“金基金 TOP基金公司”这一最具份量的公

司大奖；博时基金权益投资总部董事总经理兼股票投资部总经理李权胜获评“金基金最佳投资回报

基金经理奖”。在第 15届金基金奖评选中，旗下价值投资典范产品博时主题行业（160505）获得

“三年期金基金分红奖”。

§9  备查文件目录

9.1 备查文件目录

9.1.1  中国证监会批准博时鑫禧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设立的文件

9.1.2 《博时鑫禧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

9.1.3 《博时鑫禧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托管协议》

9.1.4  基金管理人业务资格批件、营业执照和公司章程

9.1.5 博时鑫禧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各年度审计报告正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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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6 报告期内博时鑫禧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在指定报刊上各项公告的原稿

9.2 存放地点

基金管理人、基金托管人处。

9.3 查阅方式

投资者可在营业时间免费查阅，也可按工本费购买复印件

投资者对本报告书如有疑问，可咨询本基金管理人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博时一线通：95105568（免长途话费）

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一八年七月二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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