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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证全球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旗下公募基金产品风险评价 

根据《兴证全球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产品风险评价管理办法》中关于公司旗下基金产品风

险评价的具体要求，以截止至 2021 年 6 月底各基金产品的相关指标为主要参照，进行基金

产品的风险评价。 

一、兴全可转债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基金投资目标、投资范围和投资比例： 

在锁定投资组合下方风险的基础上，以有限的期权成本获取基金资产的长期稳定增值。 

   本基金投资范围是具有良好流动性的金融工具，包括国内依法公开发行上市的可转换公

司债券、股票、存托凭证、国债，以及法律法规允许基金投资的其他金融工具。 

可转债 30%～95%（其中可转债在除国债之外已投资资产中比例不低于 50%），股票不

高于 30%，现金和到期日在一年以内的政府债券不低于基金资产净值的 5%；其中，现金不

包括结算备付金、存出保证金、应收申购款等。 

 

2、2021 年 6 月底各类资产持仓比例： 

序号  项目  金额（元）  
占基金总资产的比例

（%）  

1  权益投资  996,725,324.88 21.53 

   其中：股票  996,725,324.88 21.53 

2 基金投资  - - 

3  固定收益投资  2,109,473,785.95 45.57 

   其中：债券  2,109,473,785.95 45.57 

         资产支持证券  - - 

4  贵金属投资  - - 

5  金融衍生品投资  - - 

6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600,000,000.00 12.96 

   
其中：买断式回购的买入返售金融

资产  
- - 

7  银行存款和结算备付金合计  916,242,088.77 19.79 

8 其他资产  7,120,661.28 0.15 

9 合计  4,629,561,860.88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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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本基金历史规模 

单位：亿元 

 

本基金最近一年各季度资产规模变化情况 

基金名

称 

2020 年三季度 2020 年四季度 2021 年一季度 2021 年二季度 

规模变化 规模变化 规模变化 规模变化 

变化量

（亿元） 

变化率 变化量

（亿元） 

变化率 变化量

（亿元） 

变化率 变化量

（亿元） 

变化率 

兴全可

转债 
0.75 1.67% -9.63 -21.06% -0.96 -2.66% 5.05 14.37% 

 

4、本基金最近半年业绩与波动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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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9% 0.48% 4.11%  0.39% -0.72% 0.09% 

过去六个月 1.51% 0.76% 3.36%  0.56% -1.85% 0.20% 

截止日期：2021 年 6 月 30 日 

 

5、基金风险评价期内有无违规行为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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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据《兴证全球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产品风险评价管理办法》，结合上述指标给予该基金

的风险等级：R3。 

 

二、兴全趋势投资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LOF） 

1、基金投资目标、投资范围和投资比例： 

本基金为把握投资对象的明确趋势、实现最优化的风险调整后的投资收益的基金产品。

具体而言：本基金管理人采用多维趋势分析系统来判断投资对象的综合趋势，并采取适度灵

活资产配置的方法，来实现以下目标： 

1、把握中长期可测的确定收益，同时增加投资组合收益的确定性和稳定性； 

2、分享中国上市公司高速成长带来的资本增值； 

3、减少决策的失误率，实现最优化的风险调整后的投资收益。 

本基金的投资范围为本基金的投资范围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依法发行、上市交易的

股票及存托凭证和固定收益证券（包括各种债券和货币市场工具）以及中国证监会规定的其

他证券品种和法律法规允许的金融工具。 

固定收益类证券的投资比重为 0－65%，股票的投资比重为 30%－95%；现金或者到期

日在一年以内的政府债券不低于 5%，其中，现金不包括结算备付金、存出保证金、应收申

购款等。 

 

2、2021 年 6 月底各类资产持仓比例： 

序号  项目  金额（元）  
占基金总资产的比例

（%）  

1  权益投资  24,581,066,273.49 63.22 

   其中：股票  24,581,066,273.49 63.22 

2 基金投资  - - 

3  固定收益投资  19,301,794.84 0.05 

   其中：债券  19,301,794.84 0.05 

         资产支持证券  - - 

4  贵金属投资  - - 

5  金融衍生品投资  - - 

6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 - 

   
其中：买断式回购的买入返售金融

资产  
- - 

7  银行存款和结算备付金合计  14,199,204,072.75 36.52 

8 其他资产  80,225,314.79 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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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合计  38,879,797,455.87 100.00 

 

3、本基金历史规模 

单位：亿元 

 

本基金最近一年各季度资产规模变化情况 

基金名

称 

2020 年三季度 2020 年四季度 2021 年一季度 2021 年二季度 

规模变化 规模变化 规模变化 规模变化 

变化量

（亿元） 

变化率 变化量

（亿元） 

变化率 变化量

（亿元） 

变化率 变化量

（亿元） 

变化率 

兴全趋

势投资 
71.54 32.53% 61.07 20.95% 49.65 14.08% -18.01 -4.48% 

 

4、本基金最近半年业绩与波动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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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6% 0.78% 2.41%  0.49% -3.77% 0.29% 

过去六个月 -0.25% 1.07% 1.37%  0.66% -1.62% 0.41% 

截止日期：2021 年 6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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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基金风险评价期内有无违规行为 

无。 

  依据《兴证全球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产品风险评价管理办法》，结合上述指标给予该基金的

风险等级：R3。 

 

三、兴全全球视野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1、基金投资目标、投资范围和投资比例： 

本基金以全球视野的角度，主要投资于富有成长性、竞争力以及价值被低估的公司，追

求当期收益实现与长期资本增值。 

本基金投资范围为具有良好流动性的金融工具，包括依法公开发行上市的股票及存托凭

证、国债、金融债、企业债、回购、央行票据、可转换债券、中小企业私募债券、资产支持

证券以及经中国证监会批准允许基金投资的其它金融工具。若法律法规或监管机构以后允许

基金投资的其他品种,基金管理人在履行适当程序后,可以将其纳入投资范围。 

在正常的市场情况下，本基金的股票投资比例为 80%-95%、债券投资比例为 0%-20%、

权证投资比例为 0-3%，现金或者到期日在一年以内的政府债券不小于 5%；其中，现金不包

括结算备付金、存出保证金、应收申购款等。如果法律法规对该比例要求有变更的，以变更

后的比例为准，本基金的投资范围会做相应调整。 

 

2、2021 年 6 月底各类资产持仓比例： 

序号  项目  金额（元）  
占基金总资产的比例

（%）  

1  权益投资  2,176,405,262.57 87.87 

   其中：股票  2,176,405,262.57 87.87 

2 基金投资  - - 

3  固定收益投资  151,482,485.00 6.12 

   其中：债券  151,482,485.00 6.12 

         资产支持证券  - - 

4  贵金属投资  - - 

5  金融衍生品投资  - - 

6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 - 

   
其中：买断式回购的买入返售金融

资产  
- - 

7  银行存款和结算备付金合计  143,750,052.18 5.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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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其他资产  5,324,984.81 0.21 

9 合计  2,476,962,784.56 100.00 

 

3、本基金历史规模 

单位：亿元 

 

本基金最近一年各季度资产规模变化情况 

基金名称 

2020 年三季度 2020 年四季度 2021 年一季度 2021 年二季度 

规模变化 规模变化 规模变化 规模变化 

变化量

（亿元） 

变化率 变化量

（亿元） 

变化率 变化量

（亿元） 

变化率 变化量

（亿元） 

变化率 

兴全全球视野 0.64 2.96% 1.44 6.46% -1.53 -6.42% 2.23 10.02% 

 

4、本基金最近半年业绩与波动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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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79% 1.16% 3.03%  0.78% 9.76% 0.38% 

过去六个月 12.03% 1.43% 0.69%  1.05% 11.34% 0.38% 

截止日期：2021 年 6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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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基金风险评价期内有无违规行为 

无。 

  依据《兴证全球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产品风险评价管理办法》，结合上述指标给予该基

金的风险等级：R3。 

 

四、兴全社会责任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基金投资目标、投资范围和投资比例： 

本基金追求当期投资收益实现与长期资本增值，同时强调上市公司在持续发展、法律、

道德责任等方面的履行。  

本基金投资范围为具有良好流动性的金融工具，包括依法公开发行上市的股票、存托凭

证、国债、金融债、企业债、回购、央行票据、可转换债券、权证、资产支持证券以及经中

国证监会批准允许基金投资的其它金融工具。若法律法规或监管机构以后允许基金投资的其

他品种，基金管理人在行适当程序后,可以将其纳入投资范围。 

各类资产的投资比例为：股票投资比例为 65%-95%；债券投资比例为 0%-30%；资产支

持证券占 0%-20%；权证投资比例 0%-3%；现金或者到期日在一年以内的政府债券不小于基

金资产净值的 5%，其中，现金不包括结算备付金、存出保证金、应收申购款等。如果法律

法规对该比例要求有变更的，以变更后的比例为准，本基金的投资范围会做相应调整。 

 

2、2021 年 6 月底各类资产持仓比例： 

序号  项目  金额（元）  
占基金总资产的比例

（%）  

1  权益投资  6,790,782,740.37 92.95 

   其中：股票  6,790,782,740.37 92.95 

2 基金投资  - - 

3  固定收益投资  18,226,731.60 0.25 

   其中：债券  18,226,731.60 0.25 

         资产支持证券  - - 

4  贵金属投资  - - 

5  金融衍生品投资  - - 

6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 - 

   
其中：买断式回购的买入返售金融

资产  
- - 

7  银行存款和结算备付金合计  489,108,674.01 6.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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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其他资产  7,900,975.68 0.11 

9 合计  7,306,019,121.66 100.00 

 

3、本基金历史规模 

单位：亿元 

 

本基金最近一年各季度资产规模变化情况 

 

4、本基金最近半年业绩与波动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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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85% 1.43% 3.09%  0.78% 13.76% 0.65% 

过去六个月 7.71% 1.84% 0.79%  1.05% 6.92% 0.79% 

截止日期：2021 年 6 月 30 日 

基金名称 

2020 年三季度 2020 年四季度 2021 年一季度 2021 年二季度 

规模变化 规模变化 规模变化 规模变化 

变化量

（亿元） 

变化率 变化量

（亿元） 

变化率 变化量

（亿元） 

变化率 变化量

（亿元） 

变化率 

兴全社会责任 3.42 5.57% 8.12 12.54% -9.08 -12.46% 7.89 12.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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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基金风险评价期内有无违规行为 

无。 

 依据《兴证全球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产品风险评价管理办法》，结合上述指标给予该基金

的风险等级：R3。 

 

五、兴全货币市场基金 

1、基金投资目标、投资范围和投资比例： 

  本基金在力保本金安全性和基金资产良好流动性的基础上，使基金资产的变现损失降低

至最低程度并有效地规避市场利率风险和再投资风险等，使基金收益达到同期货币市场的收

益水平，力争超越业绩比较基准。 

现金，期限在 1 年以内（含 1 年）的银行存款、债券回购、中央银行票据、同业存单，

剩余期限在 397 天以内（含 397 天）的债券、非金融企业债务融资工具、资产支持证券，中

国证监会、中国人民银行认可的其他具有良好流动性的货币市场工具。 

如法律法规或监管机构以后允许基金投资的其他品种，基金管理人在履行适当程序后，

可以将其纳入投资范围。 

 

2、2021 年 6 月底各类资产持仓比例： 

序号  项目  金额（元）  占基金总资产的比例（%）  

1  固定收益投资  26,187,535,659.09  53.83  

   其中：债券  26,187,535,659.09  53.83  

   资产支持证券  -  -  

2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14,323,865,765.78  29.44  

 

其中：买断式回购的买入返售

金融资产  
-  -  

3  银行存款和结算备付金合计  7,754,751,044.56  15.94  

4  其他资产  381,012,410.58  0.78  

5  合计  48,647,164,880.01  100.00  

 

3、本基金历史规模 

单位：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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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基金最近一年各季度资产规模变化情况 

基金名称 

2020 年三季度 2020 年四季度 2021 年一季度 2021 年二季度 

规模变化 规模变化 规模变化 规模变化 

变化量

（亿元） 

变化率 变化量

（亿元） 

变化率 变化量

（亿元） 

变化率 变化量

（亿元） 

变化率 

兴全货币 -25.82 -5.26% 31.22 6.71% -53.28 -10.73% -3.04 -0.69% 

 

4、本基金最近半年业绩与波动程度 

兴全货币 A 类份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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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5818%  0.0007%  0.3241%  0.0000%  0.2577%  0.0007%  

过去六个月 1.2209%  0.0010%  0.6447%  0.0000%  0.5762%  0.0010%  

截止日期：2021 年 6 月 30 日 

兴全货币 B 类份额： 

阶段 
净 值 增

长率① 

净值增 长

率标准 差

业绩比较

基准收益

业绩比 较

基准收 益
①－③ ②－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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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率③ 率标准 差

④ 

过去三个月 0.6420%  0.0007%  0.3241%  0.0000%  0.3179%  0.0007%  

过去六个月 1.3414%  0.0010%  0.6447%  0.0000%  0.6967%  0.0010%  

截止日期：2021 年 6 月 30 日 

 

5、基金风险评价期内有无违规行为 

无。 

依据《兴证全球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产品风险评价管理办法》，结合上述指标给予该基金的

风险等级：R1。 

 

六、兴全有机增长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基金投资目标、投资范围和投资比例： 

  本基金投资于有机增长能力强的公司，获取当前收益及实现长期资本增值。 

本基金投资范围为具有良好流动性的金融工具，包括依法公开发行上市的股票及存托凭

证、国债、金融债、企业债、公司债、回购、央行票据、可转换债券、权证、资产支持证券

以及经中国证监会批准允许基金投资的其它金融工具。 

如法律法规或监管机构以后允许基金投资其他品种，基金管理人在履行适当程序后，可

以将其纳入投资范围。 

本基金为混合型基金，股票投资比例为基金资产的 30%-80%；债券投资比例为基金资

产的 0%-65%；现金或者到期日在一年以内的政府债券不小于基金资产净值的 5%，其中，

现金不包括结算备付金、存出保证金、应收申购款等。本基金投资组合中突出有机增长特征

的股票合计投资比例不低于股票资产的 80%。 

如果法律法规对该比例要求有变更的，以变更后的比例为准，本基金的投资范围会做相

应调整。 

 

2、2021 年 6 月底各类资产持仓比例： 

序号  项目  金额（元）  占基金总资产的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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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权益投资  2,185,252,328.65 75.85 

   其中：股票  2,185,252,328.65 75.85 

2 基金投资  - - 

3  固定收益投资  469,085,618.11 16.28 

   其中：债券  469,085,618.11 16.28 

         资产支持证券  - - 

4  贵金属投资  - - 

5  金融衍生品投资  - - 

6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 - 

   
其中：买断式回购的买入返售金融

资产  
- - 

7  银行存款和结算备付金合计  220,715,751.03 7.66 

8 其他资产  5,819,173.36 0.20 

9 合计  2,880,872,871.15 100.00 

 

3、本基金历史规模 

单位：亿元 

 

本基金最近一年各季度资产规模变化情况 

基金名称 

2020 年三季度 2020 年四季度 2021 年一季度 2021 年二季度 

规模变化 规模变化 规模变化 规模变化 

变化量

（亿元） 

变化率 变化量

（亿元） 

变化率 变化量

（亿元） 

变化率 变化量

（亿元） 

变化率 

兴全有机

增长 
4.33 16.29% 3.01 9.76% -6.45 -19.02% 0.96 3.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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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本基金最近半年业绩与波动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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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88% 0.78% 2.41%  0.49% 4.47% 0.29% 

过去六个月 6.11% 1.05% 1.37%  0.66% 4.74% 0.39% 

截止日期：2021 年 6 月 30 日 

 

5、基金风险评价期内有无违规行为 

无。 

依据《兴证全球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产品风险评价管理办法》，结合上述指标给予该基金

的风险等级：R3。 

 

七、兴全磐稳增利债券型基金 

1、基金投资目标、投资范围和投资比例： 

本基金在保证基金资产良好流动性的基础上，通过严格风险控制下的债券及其他证券产

品投资，追求低风险下的稳定收益，并争取在基金资产保值的基础上，积极利用各种稳健的

投资工具力争资产的持续增值。 

本基金主要投资于具有良好流动性的固定收益类金融工具，包括依法公开发行上市的国

债、金融债、企业债、公司债、债券回购、央行票据、可转换债券、资产支持证券、同业存

单以及中国证监会允许基金投资的其他债券类金融工具。 

本基金不参与定向增发或网下新股申购，也不在二级市场直接买入股票、权证等权益类

资产。本基金可以参与一级市场网上新股申购、公开增发，可以持有可转债转股所得股票及

可分离债分离后所得权证，由上述方式获得的股票或权证将在可交易日起 5 个交易日内全部

卖出。本基金可以主动投资于纯债收益率为正的可转债，不主动投资于纯债收益率为零或为

负的可转债。 

本基金各类资产的投资比例为：债券类证券的投资比例不低于基金资产的 80%。不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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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分离债债券部分的可转债投资不超过债券类证券投资比例的 50%。股票、权证等权益类

证券的投资比例为基金资产的 0%-20%，其中权证的投资比例为基金资产净值的 0%-3%。现

金或者到期日在一年以内的政府债券不低于基金资产净值的 5%；其中，现金不包括结算备

付金、存出保证金、应收申购款等。 

 

2、2021 年 6 月底各类资产持仓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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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金投资  - - 

3  固定收益投资  1,961,862,739.96 91.07 

   其中：债券  1,961,862,739.96 91.07 

         资产支持证券  - - 

4  贵金属投资  - - 

5  金融衍生品投资  - - 

6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125,090,140.05 5.81 

   
其中：买断式回购的买入返售金融

资产  
- - 

7  银行存款和结算备付金合计  30,762,085.93 1.43 

8 其他资产  36,419,213.95 1.69 

9 合计  2,154,134,179.89 100.00 

 

3、本基金历史规模 

单位：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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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基金最近一年各季度资产规模变化情况 

基金名称 

2020 年三季度 2020 年四季度 2021 年一季度 2021 年二季度 

规模变化 规模变化 规模变化 规模变化 

变化量

（亿元） 
变化率 

变化量

（亿元） 
变化率 

变化量

（亿元） 
变化率 

变化量

（亿元） 
变化率 

兴全磐稳增利

债券 
-4.26 -13.90% -3.34 -12.67% -4.25 -18.44% 1.90 10.12% 

 

4、本基金最近半年业绩与波动程度 

兴全磐稳债券 A 类份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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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4%  0.14%  1.25%  0.04%  1.29%  0.10%  

过去六个月 3.74%  0.24%  2.20%  0.04%  1.54%  0.20%  

截止日期：2021 年 6 月 30 日 

兴全磐稳债券 C 类份额： 

阶段 净值增长 净值增长 业绩比较 业绩比较 ①－③ ②－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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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① 率标准差

② 

基准收益

率③ 

基准收益

率标准差

④ 

过去三个月 2.45%  0.14%  1.25%  0.04%  1.20%  0.10%  

过去六个月 3.55%  0.24%  2.20%  0.04%  1.35%  0.20%  

截止日期：2021 年 6 月 30 日 

 

5、基金风险评价期内有无违规行为 

无。 

依据《兴证全球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产品风险评价管理办法》，结合上述指标给予该基金

的风险等级：R2。 

 

八、兴全合润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基金投资目标、投资范围和投资比例： 

本基金通过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精选股票，以追求当期收益与实现长期资本增值。   

  本基金投资范围为具有良好流动性的金融工具，包括依法公开发行上市的股票及存托凭

证、国债、金融债、企业债、公司债、回购、央行票据、可转换债券、权证、资产支持证券

以及经中国证监会批准允许基金投资的其它金融工具。 

如法律法规或监管机构以后允许基金投资其他品种，基金管理人在履行适当程序后，可

以将其纳入投资范围。 

本基金为混合型基金，股票投资比例为基金资产的 60%-95%；债券投资比例为基金资

产的 5%-40%；权证投资比例为基金资产净值的 0%-3%；资产支持证券比例为基金资产净值

的 0%-20%；本基金保留不低于基金资产净值的 5%的现金和到期日在一年以内的政府债券，

其中，现金不包括结算备付金、存出保证金、应收申购款等。 

 

2、2021 年 6 月底各类资产持仓比例： 
   

序号  项目  金额（元）  
占基金总资产的比例

（%）  

1  权益投资  27,458,702,683.45 84.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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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中：股票  27,458,702,683.45 84.74 

2 基金投资  - - 

3  固定收益投资  1,631,078,689.14 5.03 

   其中：债券  1,631,078,689.14 5.03 

         资产支持证券  - - 

4  贵金属投资  - - 

5  金融衍生品投资  - - 

6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 - 

   
其中：买断式回购的买入返售金融

资产  
- - 

7  银行存款和结算备付金合计  3,181,781,045.89 9.82 

8 其他资产  131,888,221.07 0.41 

9 合计  32,403,450,639.55 100.00 

 

 

3、本基金历史规模 

单位：亿元 

 

本基金最近一年各季度资产规模变化情况 

基金名

称 

2020 年三季度 2020 年四季度 2021 年一季度 2021 年二季度 

规模变化 规模变化 规模变化 规模变化 

变化量

（亿元） 
变化率 

变化量

（亿元） 
变化率 

变化量

（亿元） 
变化率 

变化量

（亿元） 
变化率 

兴全合

润 
37.44 37.97% 69.93 51.40% 63.52 30.83% 51.04 18.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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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本基金最近半年业绩与波动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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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9% 0.83% 3.09%  0.78% 1.00% 0.05% 

过去六个月 7.63% 1.20% 0.79%  1.05% 6.84% 0.15% 

截止日期：2021 年 6 月 30 日 

 

5、基金风险评价期内有无违规行为 

无。 

依据《兴证全球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产品风险评价管理办法》，结合上述指标给予该基金

的风险等级：R3。 

此外，兴全合润分级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之合润 A 份额和合润 B 份额已于 2021 年 1 月

4 日终止上市（最后交易日为 2020 年 12 月 31 日），基金名称于 2021 年 1 月 1 日起变更为

“兴全合润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九、兴全沪深 300 指数增强型证券投资基金（LOF） 

1、基金投资目标、投资范围和投资比例： 

本基金采用指数复制结合相对增强的投资策略，即通过指数复制的方法拟合、跟踪沪深

300 指数，并在严格控制跟踪误差和下方跟踪误差的前提下进行相对增强的组合管理，谋求

基金资产的长期增值。本基金力争日均跟踪误差不超过 0.5%，年跟踪误差不超过 7.75%,日

均下方跟踪误差不超过 0.3%，年下方跟踪误差不超过 4.75%。  

  本基金投资范围为具有良好流动性的金融工具，包括投资于国内依法发行上市的股票、

存托凭证、债券、权证以及经中国证监会批准允许本基金投资的其它金融工具。法律法规或

监管机构以后允许基金投资的其他品种，基金管理人在履行适当程序后，可以将其纳入投资

范围。 

本基金投资于股票资产占基金资产的比例为 90%-95%，投资于标的指数成份股、备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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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份股的资产占基金资产的比例不低于 90%。现金、债券资产以及中国证监会允许基金投

资的其他证券品种占基金资产的比例为 5%-10%，其中现金或者到期日在一年以内的政府债

券不低于基金资产净值的 5%，现金不包括结算备付金、存出保证金、应收申购款等。权证

及其他金融工具的投资比例符合法律法规和监管机构的规定。 

 

2、2021 年 6 月底各类资产持仓比例： 

序号  项目  金额（元）  
占基金总资产的比例

（%）  

1  权益投资  4,896,600,676.78 90.48 

   其中：股票  4,896,600,676.78 90.48 

2 基金投资  - - 

3  固定收益投资  479,088,070.07 8.85 

   其中：债券  479,088,070.07 8.85 

         资产支持证券  - - 

4  贵金属投资  - - 

5  金融衍生品投资  - - 

6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 - 

   
其中：买断式回购的买入返售金融

资产  
- - 

7  银行存款和结算备付金合计  10,411,998.16 0.19 

8 其他资产  25,739,872.65 0.48 

9 合计  5,411,840,617.66 100.00 

 

3、本基金历史规模 

单位：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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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基金最近一年各季度资产规模变化情况 

基金名称 

2020 年三季度 2020 年四季度 2021 年一季度 2021 年二季度 

规模变化 规模变化 规模变化 规模变化 

变化量

（亿元） 

变化率 变化量

（亿元） 

变化率 变化量

（亿元） 

变化率 变化量

（亿元） 

变化率 

兴全沪深 300 3.92 7.96% 2.61 4.92% -4.51 -8.09% 0.25 0.49% 

 

4、本基金最近半年业绩与波动程度 

兴全沪深 300 A 类份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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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5%  0.97%  3.32%  0.93%  -5.57%  0.04%  

过去六个月 -2.48%  1.25%  0.29%  1.25%  -2.77%  0.00%  

截止日期：2021 年 6 月 30 日 

兴全沪深 300 C 类份额： 

阶段 
净值增长

率① 

净值增长

率标准差

业绩比较

基准收益

业绩比较

基准收益
①－③ ②－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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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率③ 率标准差

④ 

过去三个月 -2.35%  0.97%  3.32%  0.93%  -5.67%  0.04%  

过去六个月 -2.67%  1.25%  0.29%  1.25%  -2.96%  0.00%  

截止日期：2021 年 6 月 30 日 

 

5、基金风险评价期内有无违规行为 

无。 

依据《兴证全球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产品风险评价管理办法》，结合上述指标给予该基金

的风险等级：R3。 

 

十、兴全绿色投资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LOF） 

1、基金投资目标、投资范围和投资比例： 

本基金通过挖掘绿色科技产业或公司，以及其他产业中积极履行环境责任公司的投资机

会，力争实现当期投资收益与长期资本增值。 

本基金投资范围为具有良好流动性的金融工具，包括依法公开发行上市的股票及存托凭

证（包括创业板、中小板以及其他经中国证监会批准上市的股票及存托凭证）、债券、货币

市场工具、权证、资产支持证券以及经中国证监会批准允许基金投资的其它金融工具（但需

符合中国证监会的相关规定）。如法律法规或监管机构以后允许基金投资的其他品种，基金

管理人在履行适当程序后，可以将其纳入投资范围。 

本基金为混合型基金，股票投资比例为基金资产的 60%-95%，其中，符合绿色投资理

念的股票合计投资比例不低于股票资产的 80%；债券投资比例为基金资产的 5%-40%，其中

本基金保留不低于基金资产净值的 5%的现金或到期日在一年以内的政府债券，现金不包括

结算备付金、存出保证金、应收申购款等。如果法律法规对该比例要求有变更的，以变更后

的比例为准，本基金的投资范围会做相应调整。 

 

2、2021 年 6 月底各类资产持仓比例： 

序号  项目  金额（元）  占基金总资产的比例（%）  

1  权益投资  5,044,931,078.10 84.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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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中：股票  5,044,931,078.10 84.17 

2 基金投资  - - 

3  固定收益投资  293,551,230.70 4.90 

   其中：债券  293,551,230.70 4.90 

         资产支持证券  - - 

4  贵金属投资  - - 

5  金融衍生品投资  - - 

6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 - 

   
其中：买断式回购的买入返售金融

资产  
- - 

7  银行存款和结算备付金合计  535,768,776.08 8.94 

8 其他资产  119,254,320.18 1.99 

9 合计  5,993,505,405.06 100.00 

 

3、本基金历史规模 

单位：亿元 

 

本基金最近一年各季度资产规模变化情况 

基金名称 

2020 年三季度 2020 年四季度 2021 年一季度 2021 年二季度 

规模变化 规模变化 规模变化 规模变化 

变化量

（亿元） 

变化率 变化量

（亿元） 

变化率 变化量

（亿元） 

变化率 变化量

（亿元） 

变化率 

兴全绿色投资 25.22 405.78% -1.26 -4.02% 1.82 6.02% 26.16 81.78% 

 

4、本基金最近半年业绩与波动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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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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6% 0.93% 0.86%  0.86% 10.20% 0.07% 

过去六个月 18.42% 1.31% -1.20%  1.15% 19.62% 0.16% 

截止日期：2021 年 6 月 30 日 

 

5、基金风险评价期内有无违规行为 

无。 

依据《兴证全球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产品风险评价管理办法》，结合上述指标给予该基金

的风险等级：R3。 

 

十一、兴全精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基金投资目标、投资范围和投资比例： 

本基金投资于优秀公司或有潜力成为优秀公司的股票，力争获取当期收益及实现长期资

本增值。 

本基金投资范围为具有良好流动性的金融工具，包括依法公开发行上市的股票及存托

凭证（包括中小板、创业板以及其他经中国证监会核准上市的股票及存托凭证）、债券（包

括国债、金融债、企业债、公司债、央行票据、可转换债券、中小企业私募债券等）、回购、

资产支持证券、权证以及经中国证监会批准允许基金投资的其它金融工具（但需符合中国证

监会的相关规定）。 

如法律法规或监管机构以后允许基金投资其他品种，基金管理人在履行适当程序后，

可以将其纳入投资范围。 

本基金为混合型基金，股票投资比例为基金资产的 60%-95%，债券投资比例为基金资

产的 5%-40%，其中本基金保留不低于基金资产净值的 5%的现金或到期日在一年以内的政

府债券，现金不包括结算备付金、存出保证金、应收申购款等。如果法律法规对该比例要求

有变更的，以变更后的比例为准，本基金的投资范围会做相应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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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021 年 6 月底各类资产持仓比例 

序号  项目  金额（元）  占基金总资产的比例（%）  

1  权益投资  5,423,305,827.24 89.95 

   其中：股票  5,423,305,827.24 89.95 

2 基金投资  - - 

3  固定收益投资  305,121,800.00 5.06 

   其中：债券  305,121,800.00 5.06 

         资产支持证券  - - 

4  贵金属投资  - - 

5  金融衍生品投资  - - 

6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 - 

   
其中：买断式回购的买入返售金融

资产  
- - 

7  银行存款和结算备付金合计  266,486,090.42 4.42 

8 其他资产  34,482,449.71 0.57 

9 合计  6,029,396,167.37 100.00 

 

3、本基金历史规模 

单位：亿元 

 

本基金最近一年各季度资产规模变化情况 

基金名称 

2020 年三季度 2020 年四季度 2021 年一季度 2021 年二季度 

规模变化 规模变化 规模变化 规模变化 

变化量

（亿元） 
变化率 

变化量

（亿元） 
变化率 

变化量

（亿元） 
变化率 

变化量

（亿元） 
变化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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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全精选 7.89 22.14% 12.04 27.67% -2.76 -4.97% 6.75 12.78% 

 

4、本基金最近半年业绩与波动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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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92% 1.25% 3.09%  0.78% 15.83% 0.47% 

过去六个月 8.59% 1.80% 0.79%  1.05% 7.80% 0.75% 

截止日期：2021 年 6 月 30 日 

 

5、基金风险评价期内有无违规行为 

无。 

依据《兴证全球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产品风险评价管理办法》，结合上述指标给予该基金

的风险等级：R3。 

 

十二、兴全轻资产投资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LOF） 

1、基金投资目标、投资范围和投资比例： 

以挖掘“轻资产公司”为主要投资策略，力求获取当前收益及实现长期资本增值。 

本基金投资范围为具有良好流动性的金融工具，包括依法公开发行上市的股票及存托

凭证（包括中小板、创业板以及其他经中国证监会核准上市的股票及存托凭证）、债券、货

币市场工具、权证、资产支持证券以及经中国证监会批准允许基金投资的其它金融工具（但

需符合中国证监会的相关规定）。 

本基金为混合型基金，股票投资比例为基金资产的 60%-95%，其中，符合轻资产投资

理念的股票合计投资比例不低于股票资产的 80%；债券、货币市场工具、权证、资产支持

证券以及经中国证监会批准允许基金投资的其它金融工具（但需符合中国证监会的相关规

定）投资比例为基金资产的 5%-40%，其中本基金保留不低于基金资产净值的 5%的现金或

到期日在一年以内的政府债券，现金不包括结算备付金、存出保证金、应收申购款等。如果

法律法规对该比例要求有变更的，以变更后的比例为准，本基金的投资范围会做相应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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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021 年 6 月底各类资产持仓比例 

序号  项目  金额（元）  
占基金总资产的比例

（%）  

1  权益投资  6,321,138,644.86 85.28 

   其中：股票  6,321,138,644.86 85.28 

2 基金投资  - - 

3  固定收益投资  7,133,900.00 0.10 

   其中：债券  7,133,900.00 0.10 

         资产支持证券  - - 

4  贵金属投资  - - 

5  金融衍生品投资  - - 

6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 - 

   
其中：买断式回购的买入返售金融

资产  
- - 

7  银行存款和结算备付金合计  1,044,386,288.08 14.09 

8 其他资产  39,253,234.87 0.53 

9 合计  7,411,912,067.81 100.00 

 

3、本基金历史规模 

单位：亿元 

 

本基金最近一年各季度资产规模变化情况 

基金名

称 

2020 年三季度 2020 年四季度 2021 年一季度 2021 年二季度 

规模变化 规模变化 规模变化 规模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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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本基金最近半年业绩与波动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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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0% 1.05% 3.09%  0.78% 7.91% 0.27% 

过去六个月 10.05% 1.28% 0.79%  1.05% 9.26% 0.23% 

截止日期：2021 年 6 月 30 日 

 

5、基金风险评价期内有无违规行为 

无。 

依据《兴证全球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产品风险评价管理办法》，结合上述指标给予该基金

的风险等级：R3。 

 

十三、兴全商业模式优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LOF） 

1、基金投资目标、投资范围和投资比例： 

本基金以挖掘、筛选具有优秀商业模式的公司为主要投资策略，通过投资这类公司，

力求获取当前收益及实现长期资本增值。 

本基金投资范围为具有良好流动性的金融工具，包括依法公开发行上市的股票及存托

凭证（包括中小板、创业板以及其他经中国证监会核准上市的股票及存托凭证）、债券、中

期票据、银行存款（包括活期存款和定期存款）等货币市场工具、权证、资产支持证券以及

经中国证监会批准允许基金投资的其它金融工具（但需符合中国证监会的相关规定）。 

本基金为混合型基金，股票投资比例为基金资产的 60%-95%，其中，符合商业模式优

选投资理念的股票合计投资比例不低于股票资产的 80%；债券、中期票据、货币市场工具、

权证、资产支持证券以及经中国证监会批准允许基金投资的其它金融工具（但需符合中国证

变化量

（亿元） 

变化率 变化量

（亿元） 

变化率 变化量

（亿元） 

变化率 变化量

（亿元） 

变化率 

兴全轻

资产 
2.68 3.66% 7.67 10.10% -13.86 -16.57% 3.16 4.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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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会的相关规定）投资比例为基金资产的 5%-40%，其中本基金保留不低于基金资产净值的

5%的现金或到期日在一年以内的政府债券，其中，现金不包括结算备付金、存出保证金、

应收申购款等。如果法律法规对该比例要求有变更的，以变更后的比例为准，本基金的投资

范围会做相应调整。 

 

2、2021 年 6 月底各类资产持仓比例 

序号  项目  金额（元）  
占基金总资产的比例

（%）  

1  权益投资  18,479,001,350.07 92.36 

   其中：股票  18,479,001,350.07 92.36 

2 基金投资  - - 

3  固定收益投资  631,779,030.60 3.16 

   其中：债券  631,779,030.60 3.16 

         资产支持证券  - - 

4  贵金属投资  - - 

5  金融衍生品投资  - - 

6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 - 

   
其中：买断式回购的买入返售金融

资产  
- - 

7  银行存款和结算备付金合计  734,777,278.56 3.67 

8 其他资产  161,438,605.26 0.81 

9 合计  20,006,996,264.49 100.00 

 

3、本基金历史规模 

单位：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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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基金最近一年各季度资产规模变化情况 

 

4、本基金最近半年业绩与波动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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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5% 0.80% 3.09%  0.78% 0.96% 0.02% 

过去六个月 5.44% 1.13% 0.79%  1.05% 4.65% 0.08% 

截止日期：2021 年 6 月 30 日 

 

5、基金风险评价期内有无违规行为 

无。 

基金名

称 

2020 年三季度 2020 年四季度 2021 年一季度 2021 年二季度 

规模变化 规模变化 规模变化 规模变化 

变化量

（亿元） 

变化率 变化量

（亿元） 

变化率 变化量

（亿元） 

变化率 变化量

（亿元） 

变化率 

兴全商

业模式 
35.26 37.34% 43.63 33.64% 8.31 4.80% 15.12 8.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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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据《兴证全球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产品风险评价管理办法》，结合上述指标给予该基金

的风险等级：R3。 

 

十四、兴全添利宝货币市场基金 

1、基金投资目标、投资范围和投资比例： 

本基金在保持基金资产的低风险和高流动性的前提下，力争实现超越业绩比较基准的投

资回报。 

本基金投资于现金、期限在1年以内（含1年）的银行存款（包括活期存款、定期存款、

通知存款等）、债券回购、中央银行票据、同业存单；剩余期限在397天以内（含397天）的

债券、短期融资券、中期票据、资产支持证券；中国证监会、中国人民银行认可的其他具有

良好流动性的货币市场工具。如法律法规或监管机构以后允许货币市场基金投资其他金融工

具，基金管理人在履行适当程序后，可以将其纳入投资范围。 

 

2、2021 年 6 月底各类资产持仓比例 

序号  项目  金额（元）  占基金总资产的比例（%）  

1  固定收益投资  66,609,505,386.90  47.08  

   其中：债券  66,609,505,386.90  47.08  

   资产支持证券  -  -  

2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42,507,938,025.79  30.04  

 

其中：买断式回购的买入返售

金融资产  
-  -  

3  银行存款和结算备付金合计  31,786,736,154.62  22.47  

4  其他资产  586,425,496.29  0.41  

5  合计  141,490,605,063.60  100.00  

 

3、本基金历史规模 

单位：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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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基金最近一年各季度资产规模变化情况 

 

4、本基金最近半年业绩与波动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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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5753% 0.0006% 0.3366%  0.0000% 0.2387% 0.0006% 

过去六个月 1.1994% 0.0007% 0.6695%  0.0000% 0.5299% 0.0007% 

截止日期：2021 年 6 月 30 日 

 

5、基金风险评价期内有无违规行为 

 

基金名称 

2020 年三季度 2020 年四季度 2021 年一季度 2021 年二季度 

规模变化 规模变化 规模变化 规模变化 

变化量

（亿元） 

变化率 变化量

（亿元） 

变化率 变化量

（亿元） 

变化率 变化量

（亿元） 

变化率 

兴全添利宝 39.51 4.09% 53.36 5.31% 192.91 18.22% 65.91 5.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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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 

依据《兴证全球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产品风险评价管理办法》，结合上述指标给予该基金

的风险等级：R1。 

 

十五、兴全新视野灵活配置定期开放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1、基金投资目标、投资范围和投资比例： 

本基金通过精选基本面良好，具有盈利能力和市场竞争力的公司，同时通过灵活应用多

种绝对收益策略，寻求基金资产的长期稳健增值。 

本基金的投资范围为具有良好流动性的金融工具，包括国内依法发行上市的股票、债券

等金融工具以及法律法规或中国证监会允许基金投资的其他金融工具。具体包括：股票及存

托凭证（包含主板、中小板、创业板及其他经中国证监会核准上市的股票及存托凭证），股

指期货、权证，债券（包括国内依法发行和上市交易的国债、央行票据、金融债券、企业债

券、公司债券、中期票据、短期融资券、超短期融资券、次级债券、政府支持机构债、政府

支持债券、地方政府债、中小企业私募债券、可转换债券及其他经中国证监会允许投资的债

券）、资产支持证券、债券回购、银行存款等固定收益类资产以及现金，以及法律法规或中

国证监会允许基金投资的其他金融工具（但须符合中国证监会的相关规定）。如法律法规或

监管机构以后允许基金投资其他品种，基金管理人在履行适当程序后，可以将其纳入投资范

围。 

本基金的投资组合比例为：股票投资比例为基金资产净值的 0%-95%；权证投资比例为

基金资产净值的 0-3%；开放期内的每个交易日日终，在扣除股指期货合约需缴纳的交易保

证金后，应当保持不低于基金资产净值 5%的现金或者到期日在一年以内的政府债券。在封

闭期内，本基金不受 5%的限制，但每个交易日日终在扣除股指期货合约需缴纳的交易保证

金后，应当保持不低于交易保证金一倍的现金；其中，现金不包括结算备付金、存出保证金、

应收申购款等。 

 

2、2021 年 6 月底各类资产持仓比例 

序号  项目  金额（元）  
占基金总资产的比例

（%）  

1  权益投资  12,681,738,077.60 57.07 

   其中：股票  12,681,738,077.60 57.07 

2 基金投资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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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固定收益投资  30,740,000.00 0.14 

   其中：债券  30,740,000.00 0.14 

         资产支持证券  - - 

4  贵金属投资  - - 

5  金融衍生品投资  - - 

6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 - 

   
其中：买断式回购的买入返售金融

资产  
- - 

7  银行存款和结算备付金合计  9,504,969,689.69 42.77 

8 其他资产  4,347,116.57 0.02 

9 合计  22,221,794,883.86 100.00 

 

3、本基金历史规模 

单位：亿元 

 

本基金最近一年各季度资产规模变化情况 

 

4、本基金最近半年业绩与波动程度 

阶段 净值增长 净值增长 业绩比较 业绩比较 ①－③ ②－④ 

基金名称 

2020 年三季度 2020 年四季度 2021 年一季度 2021 年二季度 

规模变化 规模变化 规模变化 规模变化 

变化量

（亿元） 

变化率 变化量

（亿元） 

变化率 变化量

（亿元） 

变化率 变化量

（亿元） 

变化率 

兴全新视野 -73.25 -29.34% 114.55 64.94% -25.70 -8.83% -43.26 -16.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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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① 率标准差

② 

基准收益

率③ 

基准收益

率标准差

④ 

过去三个月 -2.02% 0.70% 1.12%  0.01% -3.14% 0.69% 

过去六个月 -4.21% 0.96% 2.26%  0.01% -6.47% 0.95% 

截止日期：2021 年 6 月 30 日 

 

5、基金风险评价期内有无违规行为 

无。 

依据《兴证全球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产品风险评价管理办法》，结合上述指标给予该基金

的风险等级：R3。 

 

十六、兴全稳益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基金 

1、基金投资目标、投资范围和投资比例： 

本基金在严格控制风险并保持基金资产流动性的前提下，积极利用各种稳健的固定收

益类投资工具实现基金资产长期、稳定的投资回报。 

本基金的投资范围包括国债、地方政府债、中央银行票据、金融债、企业债、公司债、

中期票据、短期融资券、中小企业私募债券、资产支持证券、可分离交易可转债的纯债部分、

债券回购、银行存款、同业存单等法律法规或中国证监会允许基金投资的其他金融工具(但

须符合中国证监会相关规定)。 

本基金不投资于股票、权证，也不投资于可转换债券（可分离交易可转债的纯债部分

除外）、可交换债券。 

本基金的投资组合比例为：本基金对债券的投资比例不低于基金资产的 80%，但每个

开放期的前 10 个工作日和后 10 个工作日以及开放期期间不受前述投资组合比例的限制。 

本基金在开放期持有现金或者到期日在一年以内的政府债券不低于基金资产净值的

5%，本基金在封闭期内不受前述 5%的比例限制；其中，现金不包括结算备付金、存出保证

金、应收申购款等。 

如法律法规或监管机构以后允许基金投资其他品种，基金管理人在履行适当程序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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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将其纳入投资范围。 

 

2、2021 年 6 月底各类资产持仓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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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金投资  - - 

3  固定收益投资  16,236,261,460.00 97.86 

   其中：债券  16,236,261,460.00 97.86 

         资产支持证券  - - 

4  贵金属投资  - - 

5  金融衍生品投资  - - 

6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 - 

   
其中：买断式回购的买入返售金融资

产  
- - 

7  银行存款和结算备付金合计  115,339,052.09 0.70 

8 其他资产  239,724,326.14 1.44 

9 合计  16,591,324,838.23 100.00 

 

3、本基金历史规模 

单位：亿元 

 

本基金最近一年各季度资产规模变化情况 

基金名称 
2020 年三季度 2020 年四季度 2021 年一季度 2021 年二季度 

规模变化 规模变化 规模变化 规模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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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本基金最近半年业绩与波动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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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7% 0.04% 1.32%  0.04% 0.55% 0.00% 

过去六个月 3.31% 0.04% 2.31%  0.04% 1.00% 0.00% 

截止日期：2021 年 6 月 30 日 

 

5、基金风险评价期内有无违规行为 

无。 

依据《兴证全球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产品风险评价管理办法》，结合上述指标给予该基金

的风险等级：R2。 

 

十七、兴全天添益货币市场基金 

1、基金投资目标、投资范围和投资比例： 

本基金的投资目标是在保持基金资产的低风险和高流动性的前提下，力争实现超越业

绩比较基准的投资回报。 

本基金投资于以下金融工具：现金，期限在 1 年以内（含 1 年）的银行存款、债券回

购、中央银行票据、同业存单，剩余期限在 397 天以内（含 397 天）的债券、非金融企业债

务融资工具、资产支持证券，中国证监会、中国人民银行认可的其他具有良好流动性的货币

市场工具。 

对于法律法规或监管机构以后允许货币市场基金投资的其他金融工具，基金管理人在

履行适当程序后，可以将其纳入投资范围。 

 

变化量

（亿元） 

变化率 变化量

（亿元） 

变化率 变化量

（亿元） 

变化率 变化量

（亿元） 

变化率 

兴全稳益 -7.68 -7.15% -0.41 -0.41% 0.60 0.61% 0.65 0.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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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021 年 6 月底各类资产持仓比例 
  

序号  项目  金额（元）  占基金总资产的比例（%）  

1  固定收益投资  27,629,270,689.51  54.87  

   其中：债券  27,629,270,689.51  54.87  

   资产支持证券  -  -  

2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16,134,952,172.43  32.05  

 

其中：买断式回购的买入返售

金融资产  
-  -  

3  银行存款和结算备付金合计  6,260,904,128.13  12.43  

4  其他资产  324,487,992.69  0.64  

5  合计  50,349,614,982.76  100.00  

 

3、本基金历史规模 

单位：亿元 

 

本基金最近一年各季度资产规模变化情况 

 

4、本基金最近半年业绩与波动程度 

兴全天添益 A 类份额： 

基金名称 

2020 年三季度 2020 年四季度 2021 年一季度 2021 年二季度 

规模变化 规模变化 规模变化 规模变化 

变化量

（亿元） 

变化率 变化量

（亿元） 

变化率 变化量

（亿元） 

变化率 变化量

（亿元） 

变化率 

兴全天添益 4.49 1.14% 41.47 10.41% 1.12 0.25% 27.63 6.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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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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6109%  0.0007%  0.3366%  0.0000%  0.2743%  0.0007%  

过去六个月 1.2824%  0.0008%  0.6695%  0.0000%  0.6129%  0.0008%  

截止日期：2021 年 6 月 30 日 

兴全天添益 B 类份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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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6512%  0.0007%  0.3366%  0.0000%  0.3146%  0.0007%  

过去六个月 1.3619%  0.0008%  0.6695%  0.0000%  0.6924%  0.0008%  

截止日期：2021 年 6 月 30 日 

 

5、基金风险评价期内有无违规行为 

无。 

依据《兴证全球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产品风险评价管理办法》，结合上述指标给予该基金

的风险等级：R1。 

 

十八、兴全稳泰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1、基金投资目标、投资范围和投资比例： 

    本基金的投资目标是在严格控制风险并保持基金资产流动性的前提下，追求基金资产的

稳定增值。 

 本基金的投资范围主要为具有良好流动性的金融工具，包括国债、金融债、企业债、

公司债、央行票据、中期票据、短期融资券、超短期融资券、资产支持证券、次级债、可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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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交易可转债的纯债部分、债券回购、银行存款（包括协议存款、定期存款及其他银行存款）、

货币市场工具等法律法规或中国证监会允许基金投资的其他金融工具（但须符合中国证监会

的相关规定）。 

本基金不投资于股票、权证，也不投资于可转换债券（可分离交易可转债的纯债部分

除外）、可交换债券。  

本基金对债券的投资比例不低于基金资产的 80%；本基金持有现金或者到期日在一年

以内的政府债券投资比例不低于基金资产净值的 5%；其中，现金不包括结算备付金、存出

保证金、应收申购款等。 

如法律法规或监管机构以后允许基金投资的其他品种，基金管理人在履行适当程序后，

可以将其纳入投资范围。 

 

2、2021 年 6 月底各类资产持仓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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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金投资  - - 

3  固定收益投资  16,772,834,111.20 98.11 

   其中：债券  16,772,834,111.20 98.11 

         资产支持证券  - - 

4  贵金属投资  - - 

5  金融衍生品投资  - - 

6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 - 

   
其中：买断式回购的买入返售金融

资产  
- - 

7  银行存款和结算备付金合计  18,653,821.92 0.11 

8 其他资产  303,966,551.33 1.78 

9 合计  17,095,454,484.45 100.00 

 

3、本基金历史规模 

单位：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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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基金最近一年各季度资产规模变化情况 

 

4、本基金最近半年业绩与波动程度 

兴全稳泰 A 类份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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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  0.03%  1.32%  0.04%  -0.12%  -0.01%  

过去六个月 2.48%  0.03%  2.31%  0.04%  0.17%  -0.01%  

截止日期：2021 年 6 月 30 日 

兴全稳泰 C 类份额： 

阶段 
净值增长

率① 

净值增长

率标准差

业绩比较

基准收益

业绩比较

基准收益
①－③ ②－④ 

基金名称 

2020 年三季度 2020 年四季度 2021 年一季度 2021 年二季度 

规模变化 规模变化 规模变化 规模变化 

变化量

（亿元） 

变化率 变化量

（亿元） 

变化率 变化量

（亿元） 

变化率 变化量

（亿元） 

变化率 

兴全稳泰 -3.25 -5.11% 0.68 1.12% 34.56 56.70% 42.25 44.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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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率③ 率标准差

④ 

过去三个月 1.14%  0.03%  1.32%  0.04%  -0.18%  -0.01%  

过去六个月 2.37%  0.03%  2.31%  0.04%  0.06%  -0.01%  

截止日期：2021 年 6 月 30 日 

 

5、基金风险评价期内有无违规行为 

无。 

依据《兴证全球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产品风险评价管理办法》，结合上述指标给予该基金

的风险等级：R2。 

 

十九、兴全兴泰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基金 

1、基金投资目标、投资范围和投资比例： 

本基金的投资目标是在严格控制风险并保持基金资产流动性的前提下，追求基金资产

的稳定增值。 

本基金的投资范围主要为具有良好流动性的金融工具，包括国债、金融债、企业债、

公司债、央行票据、中期票据、短期融资券、超短期融资券、资产支持证券、次级债、可分

离交易可转债的纯债部分、债券回购、银行存款（包括协议存款、定期存款及其他银行存款）、

同业存单、货币市场工具等法律法规或中国证监会允许基金投资的其他金融工具（但须符合

中国证监会的相关规定）。 

本基金不投资于股票、权证，也不投资于可转换债券（可分离交易可转债的纯债部分除

外）、可交换债券。 

本基金对债券的投资比例不低于基金资产的 80%，但每个开放期的前 10 个工作日和后

10 个工作日以及开放期期间不受前述投资组合比例的限制。 

本基金在开放期持有现金或者到期日在一年以内的政府债券不低于基金资产净值的 5%，

本基金在封闭期内持有现金或者到期日在一年以内的政府债券占基金资产净值的比例不受

上述限制；其中，现金不包括结算备付金、存出保证金、应收申购款等。如法律法规或监管

机构以后允许基金投资的其他品种，基金管理人在履行适当程序后，可以将其纳入投资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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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021 年 6 月底各类资产持仓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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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金投资  - - 

3  固定收益投资  4,306,076,454.60 96.85 

   其中：债券  4,306,076,454.60 96.85 

         资产支持证券  - - 

4  贵金属投资  - - 

5  金融衍生品投资  - - 

6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 - 

   
其中：买断式回购的买入返售金融

资产  
- - 

7  银行存款和结算备付金合计  73,447,445.17 1.65 

8 其他资产  66,613,115.45 1.50 

9 合计  4,446,137,015.22 100.00 

 

3、本基金历史规模 

单位：亿元 

 

本基金最近一年各季度资产规模变化情况 

基金名称 
2020 年三季度 2020 年四季度 2021 年一季度 2021 年二季度 

规模变化 规模变化 规模变化 规模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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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本基金最近半年业绩与波动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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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99% 0.02% 1.32%  0.04% -0.33% -0.02% 

过去六个月 2.07% 0.03% 2.31%  0.04% -0.24% -0.01% 

截止日期：2021 年 6 月 30 日 

 

5、基金风险评价期内有无违规行为 

无。 

依据《兴证全球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产品风险评价管理办法》，结合上述指标给予该基金

的风险等级： R2。 

  

二十、兴全恒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1、基金投资目标、投资范围和投资比例： 

本基金的投资目标是在严格控制风险并保持基金资产流动性的前提下，追求基金资产

的稳定增值。 

本基金的投资范围主要为具有良好流动性的金融工具，包括国债、央行票据、金融债、

地方政府债、企业债、公司债、短期融资券、超短期融资券、中期票据、资产支持证券、次

级债券、可转债（含可分离交易可转债）、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含中小企业私募债、证券公

司短期公司债券）、政府支持机构债券、可交换债券、债券回购、银行存款（包括协议存款、

定期存款及其他银行存款）、同业存单、货币市场工具等金融工具，国内依法发行上市的股

票及存托凭证（包括中小板、创业板以及其他经中国证监会核准上市的股票及存托凭证）、

权证、国债期货以及法律法规或中国证监会允许基金投资的其他金融工具（但须符合中国证

变化量

（亿元） 

变化率 变化量

（亿元） 

变化率 变化量

（亿元） 

变化率 变化量

（亿元） 

变化率 

兴全兴泰 -9.98 -24.86% 0.27 0.88% -0.07 -0.22% 0.3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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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会的相关规定）。 

如法律法规或监管机构以后允许基金投资的其他品种，基金管理人在履行适当程序后，

可以将其纳入投资范围。 

本基金的投资组合比例为：本基金投资于债券比例不低于基金资产的 80%，每个交易日

日终在扣除国债期货合约需缴纳的交易保证金后，应当保持现金或者到期日在一年以内的政

府债券的投资比例不低于基金资产净值的 5%，其中现金不包括结算备付金、存出保证金、

应收申购款等。 

 

2、2021 年 6 月底各类资产持仓比例 

序号  项目  金额（元）  
占基金总资产的比例

（%）  

1  权益投资  823,488,378.58 23.18 

   其中：股票  823,488,378.58 23.18 

2 基金投资  - - 

3  固定收益投资  2,635,618,821.09 74.19 

   其中：债券  2,635,618,821.09 74.19 

         资产支持证券  - - 

4  贵金属投资  - - 

5  金融衍生品投资  - - 

6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 - 

   
其中：买断式回购的买入返售金融

资产  
- - 

7  银行存款和结算备付金合计  59,548,964.66 1.68 

8 其他资产  33,805,234.07 0.95 

9 合计  3,552,461,398.40 100.00 

 

3、本基金历史规模 

单位：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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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基金最近一年各季度资产规模变化情况 

 

4、本基金最近半年业绩与波动程度 

兴全恒益 A 类份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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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0%  0.34%  1.10%  0.20%  0.80%  0.14%  

过去六个月 2.60%  0.45%  0.40%  0.27%  2.20%  0.18%  

截止日期：2021 年 6 月 30 日 

兴全恒益 C 类份额： 

阶段 净值增长 净值增长 业绩比较 业绩比较 ①－③ ②－④ 

基金名称 

2020 年三季度 2020 年四季度 2021 年一季度 2021 年二季度 

规模变化 规模变化 规模变化 规模变化 

变化量

（亿元） 

变化率 变化量

（亿元） 

变化率 变化量

（亿元） 

变化率 变化量

（亿元） 

变化率 

兴全恒益 7.70 27.21% 2.30 6.39% -1.35 -3.53% -5.73 -15.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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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① 率标准差

② 

基准收益

率③ 

基准收益

率标准差

④ 

过去三个月 1.79%  0.34%  1.10%  0.20%  0.69%  0.14%  

过去六个月 2.40%  0.45%  0.40%  0.27%  2.00%  0.18%  

截止日期：2021 年 6 月 30 日 

 

5、基金风险评价期内有无违规行为 

无。 

依据《兴证全球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产品风险评价管理办法》，结合上述指标给予该基金

的风险等级： R3。 

 

 

二十一、兴全祥泰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1、基金投资目标、投资范围和投资比例： 

 在严格控制风险并保持基金资产流动性的前提下，追求基金资产的稳定增值。 

本基金的投资范围主要为具有良好流动性的金融工具，包括国债、地方政府债、金融

债、企业债、公司债、央行票据、中期票据、短期融资券、超短期融资券、资产支持证券、

次级债、可分离交易可转债的纯债部分、债券回购、银行存款（包括协议存款、定期存款及

其他银行存款）、同业存单、货币市场工具等法律法规或中国证监会允许基金投资的其他金

融工具（但须符合中国证监会的相关规定）。 

   本基金不投资于股票、权证，也不投资于可转换债券（可分离交易可转债的纯债部分

除外）、可交换债券。 

 本基金对债券的投资比例不低于基金资产的 80%，但每个开放期的前 10 个工作日、后

10 个工作日以及开放期期间不受前述投资组合比例的限制。 

 开放期内，本基金持有现金或者到期日在一年以内的政府债券不低于基金资产净值的

5%；封闭期内，本基金不受上述 5%的限制；其中，现金不包括结算备付金、存出保证金、

应收申购款等。如法律法规或监管机构以后允许基金投资的其他品种，基金管理人在履行适

当程序后，可以将其纳入投资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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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021 年 6 月底各类资产持仓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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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金投资  - - 

3  固定收益投资  1,392,260,600.00 97.98 

   其中：债券  1,392,260,600.00 97.98 

         资产支持证券  - - 

4  贵金属投资  - - 

5  金融衍生品投资  - - 

6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 - 

   
其中：买断式回购的买入返售金融

资产  
- - 

7  银行存款和结算备付金合计  11,773,695.34 0.83 

8 其他资产  16,906,081.03 1.19 

9 合计  1,420,940,376.37 100.00 

 

3、本基金历史规模 

单位：亿元 

 

本基金最近一年各季度资产规模变化情况 

基金名称 
2020 年三季度 2020 年四季度 2021 年一季度 2021 年二季度 

规模变化 规模变化 规模变化 规模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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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本基金最近半年业绩与波动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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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4% 0.03% 1.32%  0.04% 0.32% -0.01% 

过去六个月 3.25% 0.04% 2.31%  0.04% 0.94% 0.00% 

截止日期：2021 年 6 月 30 日 

 

5、基金风险评价期内有无违规行为 

无。 

依据《兴证全球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产品风险评价管理办法》，结合上述指标给予该基金

的风险等级： R2。 

 

 

二十二、兴全合宜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LOF） 

1、基金投资目标、投资范围和投资比例： 

本基金在有效控制投资组合风险的前提下，追求资产净值的长期稳健增值。 

本基金的投资范围为具有良好流动性的金融工具，包括国内依法发行上市的股票及存托

凭证（包括中小板、创业板及其他经中国证监会核准发行的股票及存托凭证）、沪港股票市

场交易互联互通机制试点允许买卖的规定范围内的香港联合交易所上市的股票、深港股票市

场交易互联互通机制试点允许买卖的规定范围内的香港联合交易所上市的股票、债券（包括

国债、金融债、企业债、公司债、公开发行的次级债、可转换债券、分离交易可转债的纯债

部分、可交换债券、央行票据、中期票据、证券公司发行的短期债券、短期融资券、超短期

融资券等）、债券回购、货币市场工具、银行存款、同业存单、权证、资产支持证券、股指

变化量

（亿元） 

变化率 变化量

（亿元） 

变化率 变化量

（亿元） 

变化率 变化量

（亿元） 

变化率 

兴全祥泰 -0.66 -5.57% -0.82 -7.31% -0.03 -0.32% 0.17 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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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货、国债期货以及法律法规或中国证监会允许基金投资的其他金融工具(但须符合中国证

监会相关规定)。本基金将根据法律法规的规定参与融资业务。如法律法规或监管机构以后

允许基金投资其他品种，基金管理人在履行适当程序后，可以将其纳入投资范围。 

本基金封闭期届满转换为开放式基金后，每个交易日日终，股票资产投资比例为基金资

产的 0%—95%（其中投资于国内依法发行上市的股票的比例占基金资产的 0-95%，投资于

港股通标的股票的比例占股票资产的 0-50%），封闭期内每个交易日日终，股票资产投资比

例为基金资产的 0%—100%（其中投资于国内依法发行上市的股票的比例占基金资产的

0-100%，投资于港股通标的股票的比例占股票资产的 0-50%）；权证投资比例为基金资产净

值的 0%-3%；本基金封闭期届满转换为开放式基金后，每个交易日日终，在扣除股指期货

和国债期货合约需缴纳的交易保证金后，保持现金或者到期日在一年以内的政府债券投资比

例合计不低于基金资产净值的 5%，在封闭期内，本基金不受上述 5%的限制；封闭期内每

个交易日日终在扣除股指期货、国债期货合约需缴纳的交易保证金后，应当保持不低于交易

保证金一倍的现金；其中，现金不包括结算备付金、存出保证金、应收申购款等。 

 

2、2021 年 6 月底各类资产持仓比例 

序号  项目  金额（元）  
占基金总资产的比例

（%）  

1  权益投资  31,650,610,518.03 86.87 

   其中：股票  31,650,610,518.03 86.87 

2 基金投资  - - 

3  固定收益投资  11,742,532.40 0.03 

   其中：债券  11,742,532.40 0.03 

         资产支持证券  - - 

4  贵金属投资  - - 

5  金融衍生品投资  - - 

6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 - 

   
其中：买断式回购的买入返售金融

资产  
- - 

7  银行存款和结算备付金合计  4,582,609,722.76 12.58 

8 其他资产  188,068,879.24 0.52 

9 合计  36,433,031,652.43 100.00 

 

3、本基金历史规模 

单位：亿元 



兴证全球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旗下公募基金产品风险评价 

 52 

 

本基金最近一年各季度资产规模变化情况 

 

4、本基金最近半年业绩与波动程度 

兴全合宜 A 类份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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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9%  0.85%  2.56%  0.71%  0.83%  0.14%  

过去六个月 6.26%  1.20%  1.59%  0.96%  4.67%  0.24%  

截止日期：2021 年 6 月 30 日 

兴全合宜 C 类份额： 

阶段 
净值增长

率① 

净值增长

率标准差

业绩比较

基准收益

业绩比较

基准收益
①－③ ②－④ 

基金名称 

2020 年三季度 2020 年四季度 2021 年一季度 2021 年二季度 

规模变化 规模变化 规模变化 规模变化 

变化量

（亿元） 

变化率 变化量

（亿元） 

变化率 变化量

（亿元） 

变化率 变化量

（亿元） 

变化率 

兴全合宜 69.01 40.15% 61.87 25.68% 36.85 12.17% 20.58 6.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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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率③ 率标准差

④ 

过去三个月 3.23%  0.85%  2.56%  0.71%  0.67%  0.14%  

过去六个月 5.94%  1.20%  1.59%  0.96%  4.35%  0.24%  

截止日期：2021 年 6 月 30 日 

 

5、基金风险评价期内有无违规行为 

无。 

依据《兴证全球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产品风险评价管理办法》，结合上述指标给予该基金

的风险等级： R3。 

 

二十三、兴全安泰平衡养老目标三年持有期混合型基金中基金（FOF） 

1、基金投资目标、投资范围和投资比例： 

在控制风险的前提下，本基金主要通过成熟稳健的资产配置策略和公募基金精选策略进

行投资，力求基金资产的长期稳健增值，满足投资者的养老资金理财需求。 

本基金的投资范围为具有良好流动性的金融工具，包括经中国证监会核准或注册的公开

募集证券投资基金（包括 QDII 基金和香港互认基金）、国内依法发行上市的股票及存托凭

证（包括中小板、创业板以及其他中国证监会核准上市的股票及存托凭证）、权证、债券（包

括国债、央行票据、金融债券、企业债券、公司债券、中小企业私募债、证券公司短期公司

债券、可转换债券（含可分离交易可转债的纯债部分）、可交换债券、中期票据、短期融资

券、超短期融资券、公开发行的次级债券、政府支持机构债、政府支持债券、地方政府债及

其他经中国证监会允许投资的债券）、资产支持证券、债券回购、银行存款（包括协议存款、

定期存款及其他银行存款）、同业存单、货币市场工具以及中国证监会允许基金投资的其他

金融工具，但须符合中国证监会相关规定。本基金不投资具有复杂、衍生品性质的基金份额，

包括分级基金和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基金份额。如法律法规或监管机构以后允许基金投资

其他品种，基金管理人在履行适当程序后，可以将其纳入投资范围，并可依据届时有效的法

律法规适时合理地调整投资范围。 

本基金投资于经中国证监会核准或注册的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的资产比例不低于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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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资产的 80%；本基金的权益类资产投资比例中枢为 50%，股票、股票型基金、混合型基

金等权益类资产投资合计占基金资产的比例为 40%-55%。其中，计入上述权益类资产的混

合型基金需符合下列两个条件之一：1、基金合同约定股票资产投资比例不低于基金资产 50%

的混合型基金；2、根据基金披露的定期报告，最近四个季度中任一季度股票资产占基金资

产比例均不低于 50%的混合型基金。同时，股票、股票型基金、混合型基金和商品基金（含

商品期货基金和黄金 ETF）等品种的投资比例合计不得超过基金资产的 60%。本基金应当

保持不低于基金资产净值 5%的现金或者到期日在一年以内的政府债券；其中，现金不包括

结算备付金、存出保证金、应收申购款等。 

 

2、2021 年 6 月底各类资产持仓比例 

序号  项目  金额（元）  
占基金总资产的比例

（%）  

1  权益投资  167,763,241.81 8.15 

   其中：股票  167,763,241.81 8.15 

2 基金投资  1,716,009,950.74 83.35 

3  固定收益投资  123,287,697.58 5.99 

   其中：债券  123,287,697.58 5.99 

         资产支持证券  - - 

4  贵金属投资  - - 

5  金融衍生品投资  - - 

6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 - 

   
其中：买断式回购的买入返售金融

资产  
- - 

7  银行存款和结算备付金合计  29,745,834.26 1.44 

8 其他资产  22,016,300.61 1.07 

9 合计  2,058,823,025.00 100.00 

 

3、本基金历史规模 

单位：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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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基金最近一年各季度资产规模变化情况 

 

4、本基金最近半年业绩与波动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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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2% 0.37% 6.51%  0.52% -3.19% -0.15% 

过去六个月 4.11% 0.53% 4.73%  0.71% -0.62% -0.18% 

截止日期：2021 年 6 月 30 日 

 

5、基金风险评价期内有无违规行为 

无。 

基金名称 

2020 年三季度 2020 年四季度 2021 年一季度 2021 年二季度 

规模变化 规模变化 规模变化 规模变化 

变化量

（亿元） 

变化率 变化量

（亿元） 

变化率 变化量

（亿元） 

变化率 变化量

（亿元） 

变化率 

兴全安泰

平衡 
2.15 16.15% 2.09 13.54% 1.29 7.34% 1.78 9.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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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据《兴证全球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产品风险评价管理办法》，结合上述指标给予该基金

的风险等级： R3。 

 

二十四、兴全恒裕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1、基金投资目标、投资范围和投资比例： 

在严格控制风险并保持基金资产流动性的前提下，追求基金资产的稳定增值。 

本基金的投资范围主要为具有良好流动性的金融工具，包括债券（国债、地方政府债、

金融债、企业债、公司债、央行票据、中期票据、短期融资券、超短期融资券、次级债、可

转换债券（含可分离交易可转债）、中小企业私募债、证券公司短期公司债券）、资产支持证

券、债券回购、银行存款（包括协议存款、定期存款等）、同业存单、货币市场工具、国债

期货等法律法规或中国证监会允许基金投资的其他金融工具（但须符合中国证监会的相关规

定）。本基金不直接从二级市场买入股票或权证等权益类资产，也不参与一级市场新股的申

购或增发。因持有可转换债券转股所得的股票以及因所持股票派发的权证，应当在其可上市

交易后的 10 个交易日内卖出。 

本基金对债券的投资比例不低于基金资产的 80%；每个交易日日终在扣除国债期货合约

需缴纳的交易保证金后，本基金持有现金或者到期日在一年以内的政府债券投资比例不低于

基金资产净值的 5%；其中，现金不包括结算备付金、存出保证金、应收申购款等。如法律

法规或监管机构以后允许基金投资的其他品种，基金管理人在履行适当程序后，可以将其纳

入投资范围。 

 

2、2021 年 6 月底各类资产持仓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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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金投资  - - 

3  固定收益投资  288,757,767.00 96.48 

   其中：债券  288,757,767.00 96.48 

         资产支持证券  - - 

4  贵金属投资  - - 

5  金融衍生品投资  - - 

6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 - 

   其中：买断式回购的买入返售金融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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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  

7  银行存款和结算备付金合计  907,859.94 0.30 

8 其他资产  9,625,260.15 3.22 

9 合计  299,290,887.09 100.00 

 

3、本基金历史规模 

单位：亿元 

 

本基金最近一年各季度资产规模变化情况 

 

4、本基金最近半年业绩与波动程度 

兴全恒裕 A 类份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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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6%  0.10%  1.32%  0.04%  -0.06%  0.06%  

基金名称 

2020 年三季度 2020 年四季度 2021 年一季度 2021 年二季度 

规模变化 规模变化 规模变化 规模变化 

变化量

（亿元） 

变化率 变化量

（亿元） 

变化率 变化量

（亿元） 

变化率 变化量

（亿元） 

变化率 

兴全恒裕 -9.60 -48.35% -9.72 -94.82% 0.54 101.88% 1.57 146.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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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六个月 1.97%  0.08%  2.31%  0.04%  -0.34%  0.04%  

截止日期：2021 年 6 月 30 日 

兴全恒裕 C 类份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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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去一个月 0.25% 0.03% 0.18% 0.04% 0.07% -0.01% 

自增设 C 类

份额至今 
0.34% 0.11% 0.86% 0.04% -0.52% 0.07% 

截止日期：2021 年 6 月 30 日 

 

5、基金风险评价期内有无违规行为 

无。 

依据《兴证全球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产品风险评价管理办法》，结合上述指标给予该基金

的风险等级： R2。 

 

二十五、兴全多维价值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基金投资目标、投资范围和投资比例： 

本基金在有效控制投资组合风险的前提下，力求实现资产净值的长期稳健增值。 

本基金的投资范围为具有良好流动性的金融工具，包括国内依法发行上市的股票及存托

凭证（包括中小板、创业板及其他经中国证监会核准发行的股票及存托凭证）、沪港股票市

场交易互联互通机制试点允许买卖的规定范围内的香港联合交易所上市的股票、深港股票市

场交易互联互通机制试点允许买卖的规定范围内的香港联合交易所上市的股票、债券（包括

国债、地方政府债、金融债、企业债、公司债、公开发行的次级债、可转换债券、分离交易

可转债的纯债部分、可交换债券、央行票据、中期票据、证券公司发行的短期债券、短期融

资券、超短期融资券等）、债券回购、货币市场工具、银行存款、同业存单、资产支持证券、

股指期货、国债期货以及法律法规或中国证监会允许基金投资的其他金融工具(但须符合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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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证监会相关规定)。本基金将根据法律法规的规定参与融资业务。如法律法规或监管机构

以后允许基金投资的其他品种，基金管理人在履行适当程序后，可以将其纳入投资范围。 

股票资产投资比例为基金资产的 60%—95%（其中投资于港股通标的股票的比例占股票

资产的 0-50%）；每个交易日日终在扣除股指国债期货和股指期货合约需缴纳的交易保证金

后，本基金应当保持现金或者到期日在一年以内的政府债券投资比例合计不低于基金资产净

值的 5%，其中，现金不包括结算备付金、存出保证金、应收申购款等。 

 

2、2021 年 6 月底各类资产持仓比例 

序号  项目  金额（元）  
占基金总资产的比例

（%）  

1  权益投资  1,754,609,552.34 80.44 

   其中：股票  1,754,609,552.34 80.44 

2 基金投资  - - 

3  固定收益投资  7,195,000.00 0.33 

   其中：债券  7,195,000.00 0.33 

         资产支持证券  - - 

4  贵金属投资  - - 

5  金融衍生品投资  - - 

6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 - 

   
其中：买断式回购的买入返售金融

资产  
- - 

7  银行存款和结算备付金合计  388,053,968.72 17.79 

8 其他资产  31,382,501.28 1.44 

9 合计  2,181,241,022.34 100.00 

 

3、本基金历史规模 

单位：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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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基金最近一年各季度资产规模变化情况 

基金名称 

2020 年三季度 2020 年四季度 2021 年一季度 2021 年二季度 

规模变化 规模变化 规模变化 规模变化 

变化量

（亿元） 

变化率 变化量

（亿元） 

变化率 变化量

（亿元） 

变化率 变化量

（亿元） 

变化率 

兴全多维

价值 
-1.44 -6.27% 0.54 2.53% -0.64 -2.90% 0.22 1.04% 

 

4、本基金最近半年业绩与波动程度 

兴全多维价值 A 类份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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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3%  1.05%  2.24%  0.70%  7.79%  0.35%  

过去六个月 10.12%  1.28%  1.45%  0.94%  8.67%  0.34%  

截止日期：2021 年 6 月 30 日 

兴全多维价值 C 类份额： 

阶段 净值增长 净值增长 业绩比较 业绩比较 ①－③ ②－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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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① 率标准差

② 

基准收益

率③ 

基准收益

率标准差

④ 

过去三个月 9.87%  1.05%  2.24%  0.70%  7.63%  0.35%  

过去六个月 9.80%  1.28%  1.45%  0.94%  8.35%  0.34%  

截止日期：2021 年 6 月 30 日 

 

5、基金风险评价期内有无违规行为 

无。 

依据《兴证全球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产品风险评价管理办法》，结合上述指标给予该基金

的风险等级： R3。 

 

二十六、兴全恒瑞三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1、基金投资目标、投资范围和投资比例： 

在严格控制风险并保持基金资产流动性的前提下，追求基金资产的稳定增值。 

本基金的投资范围为具有良好流动性的金融工具，包括国债、地方政府债、金融债、企

业债、公司债、央行票据、中期票据、短期融资券、超短期融资券、资产支持证券、次级债、

可分离交易可转债的纯债部分、债券回购、银行存款（包括协议存款、定期存款等）、同业

存单、货币市场工具等法律法规或中国证监会允许基金投资的其他金融工具（但须符合中国

证监会的相关规定）。本基金不投资于股票、权证，也不投资于可转换债券（可分离交易可

转债的纯债部分除外）、可交换债券。 

本基金对债券的投资比例不低于基金资产的 80%，但每个开放期的前 10 个工作日、后

10 个工作日以及开放期期间不受前述投资组合比例的限制。开放期内，本基金持有现金或

者到期日在一年以内的政府债券不低于基金资产净值的 5%；封闭期内，本基金不受上述 5%

的限制；其中，现金不包括结算备付金、存出保证金、应收申购款等。如法律法规或监管机

构以后允许基金投资的其他品种，基金管理人在履行适当程序后，可以将其纳入投资范围。 

 

2、2021 年 6 月底各类资产持仓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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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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金投资  - - 

3  固定收益投资  5,628,670,300.00 98.11 

   其中：债券  5,628,670,300.00 98.11 

         资产支持证券  - - 

4  贵金属投资  - - 

5  金融衍生品投资  - - 

6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 - 

   
其中：买断式回购的买入返售金融

资产  
- - 

7  银行存款和结算备付金合计  28,509,515.55 0.50 

8 其他资产  79,863,741.56 1.39 

9 合计  5,737,043,557.11 100.00 

 

3、本基金历史规模 

单位：亿元 

 

本基金最近一年各季度资产规模变化情况 

基金名称 

2020 年三季度 2020 年四季度 2021 年一季度 2021 年二季度 

规模变化 规模变化 规模变化 规模变化 

变化量

（亿元） 

变化率 变化量

（亿元） 

变化率 变化量

（亿元） 

变化率 变化量

（亿元） 

变化率 

兴全恒瑞 0.10 0.26% 0.15 0.37% -0.01 -0.02% -0.08 -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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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本基金最近半年业绩与波动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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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79% 0.03% 1.32%  0.04% -0.53% -0.01% 

过去六个月 1.77% 0.03% 2.31%  0.04% -0.54% -0.01% 

截止日期：2021 年 6 月 30 日 

 

5、基金风险评价期内有无违规行为 

无。 

依据《兴证全球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产品风险评价管理办法》，结合上述指标给予该基金

的风险等级： R2。 

 

二十七、兴全合泰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基金投资目标、投资范围和投资比例： 

本基金在有效控制投资组合风险的前提下，追求资产净值的长期稳健增值。 

本基金的投资范围为具有良好流动性的金融工具，包括国内依法发行上市的股票及存托

凭证（包括中小板、创业板及其他经中国证监会核准发行的股票及存托凭证）、沪港股票市

场交易互联互通机制试点允许买卖的规定范围内的香港联合交易所上市的股票、深港股票市

场交易互联互通机制试点允许买卖的规定范围内的香港联合交易所上市的股票、债券（包括

国债、地方政府债、金融债、企业债、公司债、公开发行的次级债、可转换债券、分离交易

可转债的纯债部分、可交换债券、央行票据、中期票据、证券公司发行的短期债券、短期融

资券、超短期融资券等）、债券回购、货币市场工具、银行存款、同业存单、资产支持证券、

股指期货、国债期货以及法律法规或中国证监会允许基金投资的其他金融工具(但须符合中

国证监会相关规定)。 

本基金将根据法律法规的规定参与融资业务。如法律法规或监管机构以后允许基金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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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其他品种，基金管理人在履行适当程序后，可以将其纳入投资范围。 

基金的投资组合比例为：股票资产投资比例为基金资产的 50%—95%（其中投资于港股

通标的股票的比例占股票资产的 0-50%）；每个交易日日终在扣除股指国债期货和股指期货

合约需缴纳的交易保证金后，本基金应当保持现金或者到期日在一年以内的政府债券投资比

例合计不低于基金资产净值的 5%，其中，现金不包括结算备付金、存出保证金、应收申购

款等。 

如法律法规或中国证监会变更投资品种的投资比例限制，基金管理人在履行适当程序后，

可以调整上述投资品种的投资比例。 

 

2、2021 年 6 月底各类资产持仓比例 

序号  项目  金额（元）  
占基金总资产的比例

（%）  

1  权益投资  8,820,896,681.20 80.94 

   其中：股票  8,820,896,681.20 80.94 

2 基金投资  - - 

3  固定收益投资  356,554,200.00 3.27 

   其中：债券  356,554,200.00 3.27 

         资产支持证券  - - 

4  贵金属投资  - - 

5  金融衍生品投资  - - 

6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 - 

   
其中：买断式回购的买入返售金融

资产  
- - 

7  银行存款和结算备付金合计  1,665,509,155.31 15.28 

8 其他资产  55,398,160.77 0.51 

9 合计  10,898,358,197.28 100.00 

 

3、本基金历史规模 

单位：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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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基金最近一年各季度资产规模变化情况 

基金名称 

2020 年三季度 2020 年四季度 2021 年一季度 2021 年二季度 

规模变化 规模变化 规模变化 规模变化 

变化量

（亿元） 

变化率 变化量

（亿元） 

变化率 变化量

（亿元） 

变化率 变化量

（亿元） 

变化率 

兴全合泰 -11.06 -13.42% 8.62 12.08% -9.72 -12.15% 36.04 51.30% 

 

4、本基金最近半年业绩与波动程度 

兴全合泰 A 类份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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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41%  1.21%  2.24%  0.70%  16.17%  0.51%  

过去六个月 16.79%  1.52%  1.45%  0.94%  15.34%  0.58%  

截止日期：2021 年 6 月 30 日 

兴全合泰 C 类份额： 

阶段 
净值增长

率① 

净值增长

率标准差

业绩比较

基准收益

业绩比较

基准收益
①－③ ②－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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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率③ 率标准差

④ 

过去三个月 18.23%  1.21%  2.24%  0.70%  15.99%  0.51%  

过去六个月 16.44%  1.52%  1.45%  0.94%  14.99%  0.58%  

截止日期：2021 年 6 月 30 日 

 

5、基金风险评价期内有无违规行为 

无。 

依据《兴证全球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产品风险评价管理办法》，结合上述指标给予该基金

的风险等级： R3。 

 

二十八、兴全社会价值三年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基金投资目标、投资范围和投资比例： 

本基金在有效控制投资组合风险的前提下，追求资产净值的长期稳健增值。 

本基金的投资范围为具有良好流动性的金融工具，包括国内依法发行上市的股票及存托

凭证（包括中小板、创业板、科创板及其他经中国证监会核准或注册发行的股票及存托凭证）、

沪港股票市场交易互联互通机制试点允许买卖的规定范围内的香港联合交易所上市的股票、

深港股票市场交易互联互通机制试点允许买卖的规定范围内的香港联合交易所上市的股票、

债券（包括国债、地方政府债、金融债、企业债、公司债、公开发行的次级债、可转换债券、

分离交易可转债的纯债部分、可交换债券、央行票据、中期票据、证券公司发行的短期债券、

短期融资券、超短期融资券等）、债券回购、货币市场工具、银行存款、同业存单、资产支

持证券、股指期货、国债期货以及法律法规或中国证监会允许基金投资的其他金融工具(但

须符合中国证监会相关规定)。 

本基金将根据法律法规的规定参与融资业务。 

如法律法规或监管机构以后允许基金投资的其他品种，基金管理人在履行适当程序后，

可以将其纳入投资范围。 

基金的投资组合比例为：股票资产投资比例为基金资产的 60%—95%（其中投资于港股

通标的股票的比例占股票资产的 0-50%）；每个交易日日终在扣除股指国债期货和股指期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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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约需缴纳的交易保证金后，本基金应当保持现金或者到期日在一年以内的政府债券投资比

例合计不低于基金资产净值的 5%，其中，现金不包括结算备付金、存出保证金、应收申购

款等。 

如法律法规或中国证监会变更投资品种的投资比例限制，基金管理人在履行适当程序后，

可以调整上述投资品种的投资比例。 

 

2、2021 年 6 月底各类资产持仓比例 

序号  项目  金额（元）  
占基金总资产的比例

（%）  

1  权益投资  5,094,985,888.00 86.84 

   其中：股票  5,094,985,888.00 86.84 

2 基金投资  - - 

3  固定收益投资  16,081,982.60 0.27 

   其中：债券  16,081,982.60 0.27 

         资产支持证券  - - 

4  贵金属投资  - - 

5  金融衍生品投资  - - 

6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 - 

   
其中：买断式回购的买入返售金融

资产  
- - 

7  银行存款和结算备付金合计  731,466,492.91 12.47 

8 其他资产  24,343,360.80 0.41 

9 合计  5,866,877,724.31 100.00 

 

3、本基金历史规模 

单位：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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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基金最近一年各季度资产规模变化情况 

基金名称 

2020 年三季度 2020 年四季度 2021 年一季度 2021 年二季度 

规模变化 规模变化 规模变化 规模变化 

变化量

（亿元） 

变化率 变化量

（亿元） 

变化率 变化量

（亿元） 

变化率 变化量

（亿元） 

变化率 

兴全社会价

值 
8.01 21.85% 8.39 18.77% 2.03 3.82% 3.34 6.06% 

 

4、本基金最近半年业绩与波动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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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6% 0.86% 2.24%  0.70% 3.82% 0.16% 

过去六个月 10.11% 1.23% 1.45%  0.94% 8.66% 0.29% 

截止日期：2021 年 6 月 30 日 

 

5、基金风险评价期内有无违规行为 

无。 

依据《兴证全球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产品风险评价管理办法》，结合上述指标给予该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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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风险等级： R3。 

 

二十九、兴全恒鑫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1、基金投资目标、投资范围和投资比例： 

在严格控制风险并保持基金资产流动性的前提下，追求基金资产的稳定增值。 

本基金的投资范围为具有良好流动性的金融工具，包括债券（国债、地方政府债、金融

债、企业债、公司债、央行票据、中期票据、短期融资券、超短期融资券、次级债、可转换

债券（含可分离交易可转债）、证券公司短期公司债券）、资产支持证券、债券回购、银行存

款（包括协议存款、定期存款等）、同业存单、货币市场工具、国债期货等法律法规或中国

证监会允许基金投资的其他金融工具（但须符合中国证监会的相关规定）。 

本基金不直接从二级市场买入股票等权益类资产，但可持有因可转债转股所形成的股票

等。因上述原因持有的股票等资产，本基金应在其可交易之日起的 30 个交易日内卖出。 

本基金对债券的投资比例不低于基金资产的 80%，且信用债的投资比例为基金资产的

50%-95%；每个交易日日终在扣除国债期货合约需缴纳的交易保证金后，现金或者到期日在

一年以内的政府债券投资比例不低于基金资产净值的 5%，其中，现金不包括结算备付金、

存出保证金、应收申购款等。 

如法律法规或监管机构以后允许基金投资其他品种，基金管理人在履行适当程序后，可

以将其纳入投资范围。 

 

2、2021 年 6 月底各类资产持仓比例 

序号  项目  金额（元）  
占基金总资产的比例

（%）  

1  权益投资  16,772,713.20 2.09 

   其中：股票  16,772,713.20 2.09 

2 基金投资  - - 

3  固定收益投资  698,266,642.89 86.85 

   其中：债券  698,266,642.89 86.85 

         资产支持证券  - - 

4  贵金属投资  - - 

5  金融衍生品投资  - - 

6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60,000,000.00 7.46 

   
其中：买断式回购的买入返售金融

资产  
- - 

7  银行存款和结算备付金合计  16,779,655.34 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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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其他资产  12,214,750.60 1.52 

9 合计  804,033,762.03 100.00 

 

3、本基金历史规模 

单位：亿元 

 

本基金最近一年各季度资产规模变化情况 

基金名称 

2020 年三季度 2020 年四季度 2021 年一季度 2021 年二季度 

规模变化 规模变化 规模变化 规模变化 

变化量

（亿元） 

变化率 变化量

（亿元） 

变化率 变化量

（亿元） 

变化率 变化量

（亿元） 

变化率 

兴全恒鑫 -4.24 -44.96% -0.53 -10.23% 0.62 13.24% 2.63 49.85% 

 

4、本基金最近半年业绩与波动程度 

兴全恒鑫 A 类份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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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0%  0.20%  0.41%  0.03%  2.39%  0.17%  

过去六个月 3.30%  0.42%  0.31%  0.03%  2.99%  0.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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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止日期：2021 年 6 月 30 日 

兴全恒鑫 C 类份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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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0%  0.20%  0.41%  0.03%  2.29%  0.17%  

过去六个月 3.10%  0.42%  0.31%  0.03%  2.79%  0.39%  

截止日期：2021 年 6 月 30 日 

 

5、基金风险评价期内有无违规行为 

无。 

依据《兴证全球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产品风险评价管理办法》，结合上述指标给予该基金

的风险等级： R2。 

 

三十、兴全优选进取三个月持有期混合型基金中基金 

1、基金投资目标、投资范围和投资比例： 

在控制风险的前提下，通过优选基金积极把握基金市场的投资机会，力求基金资产的长

期稳健增值。 

本基金的投资范围为具有良好流动性的金融工具，包括经中国证监会核准或注册的公开

募集证券投资基金（包括 QDII 基金和香港互认基金）、国内依法发行上市的股票及存托凭

证（包括中小板、创业板以及其他中国证监会核准上市的股票及存托凭证）、债券（包括国

债、央行票据、金融债券、企业债券、公司债券、证券公司短期公司债券、可转换债券（含

可分离交易可转债）、可交换债券、中期票据、短期融资券、超短期融资券、次级债券、政

府支持机构债、政府支持债券、地方政府债及其他经中国证监会允许投资的债券）、资产支

持证券、债券回购、银行存款（包括协议存款、定期存款及其他银行存款）、同业存单、货

币市场工具以及中国证监会允许基金投资的其他金融工具，但须符合中国证监会相关规定。 

本基金不投资具有复杂、衍生品性质的基金份额，包括分级基金和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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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基金份额。 

如法律法规或监管机构以后允许基金投资其他品种，基金管理人在履行适当程序后，可

以将其纳入投资范围，并可依据届时有效的法律法规适时合理地调整投资范围。 

本基金投资于经中国证监会核准或注册的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的资产比例不低于基金

资产的 80%，其中，股票、股票型基金、混合型基金等权益类资产投资合计占基金资产的

比例为 60%-95%，投资于货币市场基金的资产占基金资产的比例不高于 15%。本基金应当

保持不低于基金资产净值 5%的现金或者到期日在一年以内的政府债券；其中，现金不包括

结算备付金、存出保证金、应收申购款等。其中，计入上述权益类资产的混合型基金需符合

下列两个条件之一： 

1、基金合同约定股票资产投资比例不低于基金资产 50%的混合型基金； 

2、根据基金披露的定期报告，最近四个季度中任一季度股票资产占基金资产比例均不低

于 50%的混合型基金。 

 

2、2021 年 6 月底各类资产持仓比例 

序号  项目  金额（元）  
占基金总资产的比例

（%）  

1  权益投资  229,980,336.78 6.37 

   其中：股票  229,980,336.78 6.37 

2 基金投资  3,050,092,924.90 84.50 

3  固定收益投资  245,596,430.04 6.80 

   其中：债券  245,596,430.04 6.80 

         资产支持证券  - - 

4  贵金属投资  - - 

5  金融衍生品投资  - - 

6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 - 

   
其中：买断式回购的买入返售金融

资产  
- - 

7  银行存款和结算备付金合计  56,445,600.04 1.56 

8 其他资产  27,304,640.23 0.76 

9 合计  3,609,419,931.99 100.00 

 

3、本基金历史规模 

单位：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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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基金最近一年各季度资产规模变化情况 

基金名称 

2020 年三季度 2020 年四季度 2021 年一季度 2021 年二季度 

规模变化 规模变化 规模变化 规模变化 

变化量

（亿元） 

变化率 变化量

（亿元） 

变化率 变化量

（亿元） 

变化率 变化量

（亿元） 

变化率 

兴全优选进

取 
10.54 43.18% 9.29 26.59% -5.92 -13.37% -2.58 -6.74% 

 

4、本基金最近半年业绩与波动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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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4% 0.60% 10.23%  0.83% -4.79% -0.23% 

过去六个月 5.77% 0.85% 6.95%  1.14% -1.18% -0.29% 

截止日期：2021 年 6 月 30 日 

 

5、基金风险评价期内有无违规行为 

无。 

依据《兴证全球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产品风险评价管理办法》，结合上述指标给予该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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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风险等级： R3。 

 

三十一、兴全沪港深两年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基金投资目标、投资范围和投资比例： 

本基金通过对沪深港三地证券市场内资本动向的追踪研究，在有效控制投资组合风险的

前提下，力求实现资产净值的长期稳健增值。 

本基金的投资范围为具有良好流动性的金融工具，包括国内依法发行上市的股票及存托

凭证（包括中小板、创业板及其他经中国证监会核准或注册发行的股票及存托凭证）、沪港

股票市场交易互联互通机制试点允许买卖的规定范围内的香港联合交易所上市的股票、深港

股票市场交易互联互通机制试点允许买卖的规定范围内的香港联合交易所上市的股票、债券

（包括国债、地方政府债、金融债、企业债、公司债、公开发行的次级债、可转换债券、分

离交易可转债的纯债部分、可交换债券、央行票据、中期票据、证券公司发行的短期债券、

短期融资券、超短期融资券等）、债券回购、货币市场工具、银行存款、同业存单、资产支

持证券、股指期货、国债期货以及法律法规或中国证监会允许基金投资的其他金融工具(但

须符合中国证监会相关规定)。  

本基金将根据法律法规的规定参与融资业务。如法律法规或监管机构以后允许基金投资

其他品种，基金管理人在履行适当程序后，可以将其纳入投资范围。 

本基金的股票资产投资比例为基金资产的 60%—95%，其中，投资于港股通标的股票的

比例不低于非现金基金资产的 80%；每个交易日日终，在扣除股指期货和国债期货合约需

缴纳的交易保证金后，本基金应当保持现金或者到期日在一年以内的政府债券投资比例合计

不低于基金资产净值的 5%，其中，现金不包括结算备付金、存出保证金、应收申购款等。 

 

2、2021 年 6 月底各类资产持仓比例 

序号  项目  金额（元）  
占基金总资产的比例

（%）  

1  权益投资  3,026,812,512.78 81.14 

   其中：股票  3,026,812,512.78 81.14 

2 基金投资  - - 

3  固定收益投资  90,611,000.00 2.43 

   其中：债券  90,611,000.00 2.43 

         资产支持证券  - - 

4  贵金属投资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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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金融衍生品投资  - - 

6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 - 

   
其中：买断式回购的买入返售金融

资产  
- - 

7  银行存款和结算备付金合计  593,291,212.08 15.90 

8 其他资产  19,511,982.19 0.52 

9 合计  3,730,226,707.05 100.00 

 

3、本基金历史规模 

单位：亿元 

 

本基金最近一年各季度资产规模变化情况 

基金名称 

2020 年三季度 2020 年四季度 2021 年一季度 2021 年二季度 

规模变化 规模变化 规模变化 规模变化 

变化量

（亿元） 

变化率 变化量

（亿元） 

变化率 变化量

（亿元） 

变化率 变化量

（亿元） 

变化率 

兴全沪港深 0.39 1.37% 2.96 10.17% 2.84 8.86% 1.34 3.83% 

 

4、本基金最近半年业绩与波动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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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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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三个月 3.45% 0.94% 0.44%  0.76% 3.01% 0.18% 

过去六个月 10.64% 1.38% 3.95%  1.03% 6.69% 0.35% 

截止日期：2021 年 6 月 30 日 

 

5、基金风险评价期内有无违规行为 

无。 

依据《兴证全球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产品风险评价管理办法》，结合上述指标给予该基金

的风险等级： R3。 

 

三十二、兴全汇享一年持有期混合型基金 

1、基金投资目标、投资范围和投资比例： 

本基金在有效控制投资组合风险的前提下，把握股票市场、债券市场的投资机会，通过

积极主动的投资管理，力求实现资产净值的长期稳健增值。 

本基金的投资范围为具有良好流动性的金融工具，包括国内依法发行上市的股票及存托

凭证（包括中小板、创业板及其他经中国证监会核准或注册发行的股票及存托凭证）、港股

通标的股票、债券（包括国债、地方政府债、金融债、企业债、公司债、公开发行的次级债、

可转换债券、分离交易可转债的纯债部分、可交换债券、央行票据、中期票据、证券公司短

期公司债券、短期融资券、超短期融资券等）、债券回购、货币市场工具、银行存款、同业

存单、资产支持证券、股指期货、国债期货以及法律法规或中国证监会允许基金投资的其他

金融工具(但须符合中国证监会相关规定)。 

本基金将根据法律法规的规定参与融资业务。如法律法规或监管机构以后允许基金投资

其他品种，基金管理人在履行适当程序后，可以将其纳入投资范围。 

基金的投资组合比例为：股票资产投资比例为基金资产的 0%—40%（其中投资于港股通

标的股票的比例占股票资产的 0-50%）；同业存单投资占基金资产的比例不超过 20%；每个

交易日日终，在扣除股指期货和国债期货合约需缴纳的交易保证金后，本基金应当保持现金

或者到期日在一年以内的政府债券投资比例合计不低于基金资产净值的 5%，其中，现金不

包括结算备付金、存出保证金、应收申购款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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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021 年 6 月底各类资产持仓比例 

序号  项目  金额（元）  
占基金总资产的比例

（%）  

1  权益投资  515,321,713.35 10.86 

   其中：股票  515,321,713.35 10.86 

2 基金投资  - - 

3  固定收益投资  3,543,000,160.60 74.70 

   其中：债券  3,543,000,160.60 74.70 

         资产支持证券  - - 

4  贵金属投资  - - 

5  金融衍生品投资  - - 

6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560,361,961.04 11.81 

   
其中：买断式回购的买入返售金融

资产  
- - 

7  银行存款和结算备付金合计  51,206,905.30 1.08 

8 其他资产  73,247,120.59 1.54 

9 合计  4,743,137,860.88 100.00 

 

3、本基金历史规模 

单位：亿元 

 

本基金最近一年各季度资产规模变化情况 

基金名称 

2020 年四季度 2021 年一季度 2021 年二季度 

规模变化 规模变化 规模变化 

变化量

（亿元） 

变化率 变化量

（亿元） 

变化率 变化量

（亿元） 

变化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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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全汇享 1.76 4.03% 0.47 1.03% 0.62 1.36% 

 

4、本基金最近半年业绩与波动程度 

兴全汇享 A 类份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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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6%  0.17%  0.76%  0.13%  0.50%  0.04%  

过去六个月 1.99%  0.30%  0.93%  0.18%  1.06%  0.12%  

截止日期：2021 年 6 月 30 日 

兴全汇享 C 类份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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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1%  0.17%  0.76%  0.13%  0.45%  0.04%  

过去六个月 1.89%  0.30%  0.93%  0.18%  0.96%  0.12%  

截止日期：2021 年 6 月 30 日 

 

5、基金风险评价期内有无违规行为 

无。 

依据《兴证全球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产品风险评价管理办法》，结合上述指标给予该基金

的风险等级： R3。 

 

三十三、兴全恒祥 88 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基金 

1、基金投资目标、投资范围和投资比例： 

本基金封闭期内采取买入持有到期投资策略，投资于剩余期限（或回售期限）不超过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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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剩余封闭期的固定收益类工具，力求基金资产的稳健增值。 

本基金的投资范围主要为具有良好流动性的金融工具，主要投资于债券（包括国债、地

方政府债、金融债、企业债、公司债、央行票据、中期票据、短期融资券、超短期融资券、

次级债、证券公司短期公司债、可分离交易可转债的纯债部分）、资产支持证券、债券回购、

银行存款（包括协议存款、定期存款等）、同业存单、货币市场工具等法律法规或中国证监

会允许基金投资的其他金融工具（但须符合中国证监会的相关规定）。 

本基金不投资于股票，也不投资于可转换债券（可分离交易可转债的纯债部分除外）、可

交换债券。本基金投资的信用债的信用评级为 AA 级及以上，本基金对信用评级的认定参照

基金管理人选定的评级机构出具的信用评级。 

基金的投资组合比例为：本基金对债券的投资比例不低于基金资产的 80%，但每个开放

期的前 3 个月、后 3 个月以及开放期期间不受前述投资组合比例的限制。开放期内，本基金

持有现金或者到期日在一年以内的政府债券不低于基金资产净值的 5%；封闭期内，本基金

不受上述 5%的限制；其中，现金不包括结算备付金、存出保证金、应收申购款等。 

 

2、2021 年 6 月底各类资产持仓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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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金投资  - - 

3  固定收益投资  14,148,582,782.34 96.93 

   其中：债券  14,148,582,782.34 96.93 

         资产支持证券  - - 

4  贵金属投资  - - 

5  金融衍生品投资  - - 

6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 - 

   
其中：买断式回购的买入返售金融

资产  
- - 

7  银行存款和结算备付金合计  17,193,557.51 0.12 

8 其他资产  431,620,337.21 2.96 

9 合计  14,597,396,677.06 100.00 

 

3、本基金历史规模 

单位：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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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基金最近一年各季度资产规模变化情况 

基金名称 

2020 年四季度 2021 年一季度 2021 年二季度 

规模变化 规模变化 规模变化 

变化量

（亿元） 

变化率 变化量

（亿元） 

变化率 变化量

（亿元） 

变化率 

兴全恒祥 0.23 0.28% -0.10 -0.12% 0.05 0.06% 

 

4、本基金最近半年业绩与波动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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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 0.01% 0.80%  0.01% 0.26% 0.00% 

自基金合同

生效起至今 
2.05% 0.01% 1.61%  0.01% 0.44% 0.00% 

截止日期：2021 年 6 月 30 日 

 

5、基金风险评价期内有无违规行为 

无。 

依据《兴证全球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产品风险评价管理办法》，结合上述指标给予该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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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风险等级： R2。 

 

三十四、兴全合丰三年持有混合型基金 

1、基金投资目标、投资范围和投资比例： 

本基金在有效控制投资组合风险的前提下，通过深入的基本面研究挖掘具有较好盈利能

力和市场竞争力的公司，力求实现资产净值的长期稳健增值。 

本基金的投资范围为具有良好流动性的金融工具，包括国内依法发行上市的股票及存托

凭证（包括中小板、创业板及其他经中国证监会核准或注册发行的股票及存托凭证）、港股

通标的股票、债券（包括国债、地方政府债、金融债、企业债、公司债、公开发行的次级债、

可转换债券、分离交易可转债的纯债部分、可交换债券、央行票据、中期票据、证券公司短

期公司债券、短期融资券、超短期融资券等）、债券回购、货币市场工具、银行存款、同业

存单、资产支持证券、股指期货、国债期货以及法律法规或中国证监会允许基金投资的其他

金融工具(但须符合中国证监会相关规定)。 

本基金将根据法律法规的规定参与融资业务。如法律法规或监管机构以后允许基金投资

其他品种，基金管理人在履行适当程序后，可以将其纳入投资范围。 

基金的投资组合比例为：股票资产投资比例为基金资产的 60%—95%（其中投资于港股

通标的股票的比例占股票资产的 0-50%）；每个交易日日终，在扣除股指期货和国债期货合

约需缴纳的交易保证金后，本基金应当保持现金或者到期日在一年以内的政府债券投资比例

合计不低于基金资产净值的 5%，其中，现金不包括结算备付金、存出保证金、应收申购款

等。 

 

2、2021 年 6 月底各类资产持仓比例 

序号  项目  金额（元）  
占基金总资产的比例

（%）  

1  权益投资  8,953,962,721.60 92.67 

   其中：股票  8,953,962,721.60 92.67 

2 基金投资  - - 

3  固定收益投资  407,263,434.90 4.21 

   其中：债券  407,263,434.90 4.21 

         资产支持证券  - - 

4  贵金属投资  - - 

5  金融衍生品投资  - - 

6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 - 



兴证全球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旗下公募基金产品风险评价 

 82 

   
其中：买断式回购的买入返售金融

资产  
- - 

7  银行存款和结算备付金合计  289,781,960.41 3.00 

8 其他资产  11,397,201.01 0.12 

9 合计  9,662,405,317.92 100.00 

 

3、本基金历史规模 

单位：亿元 

 

本基金最近一年各季度资产规模变化情况 

基金名称 

2020 年四季度 2021 年一季度 2021 年二季度 

规模变化 规模变化 规模变化 

变化量

（亿元） 

变化率 变化量

（亿元） 

变化率 变化量

（亿元） 

变化率 

兴全合丰 6.57 8.30% -3.31 -3.86% 11.91 14.45% 

 

4、本基金最近半年业绩与波动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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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11% 1.33% 2.24%  0.70% 11.87% 0.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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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基金合同

生效起至今 
8.01% 1.77% 1.45%  0.94% 6.56% 0.83% 

截止日期：2021 年 6 月 30 日 

 

5、基金风险评价期内有无违规行为 

无。 

依据《兴证全球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产品风险评价管理办法》，结合上述指标给予该基金

的风险等级： R3。 

 

三十五、兴全安泰稳健养老目标一年持有期混合型基金中基金（FOF） 

1、基金投资目标、投资范围和投资比例： 

在控制风险的前提下，本基金主要通过成熟稳健的资产配置策略和公募基金精选策略进

行投资，力求基金资产的长期稳健增值，满足投资者的养老资金理财需求。 

本基金的投资范围为具有良好流动性的金融工具，包括经中国证监会核准或注册的公开

募集证券投资基金（包括 QDII 基金和香港互认基金）、国内依法发行上市的股票及存托凭

证（包括中小板、创业板以及其他中国证监会核准上市的股票及存托凭证）、债券（包括国

债、央行票据、金融债券、企业债券、公司债券、证券公司短期公司债券、可转换债券（含

可分离交易可转债的纯债部分）、可交换债券、中期票据、短期融资券、超短期融资券、公

开发行的次级债券、政府支持机构债、政府支持债券、地方政府债及其他经中国证监会允许

投资的债券）、资产支持证券、债券回购、银行存款（包括协议存款、定期存款及其他银行

存款）、同业存单、货币市场工具以及中国证监会允许基金投资的其他金融工具，但须符合

中国证监会相关规定。 

本基金不投资具有复杂、衍生品性质的基金份额，包括分级基金和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

他基金份额。 

如法律法规或监管机构以后允许基金投资其他品种，基金管理人在履行适当程序后，可

以将其纳入投资范围，并可依据届时有效的法律法规适时合理地调整投资范围。 

本基金投资于经中国证监会核准或注册的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的资产比例不低于基金

资产的 80%。本基金投资于权益类资产（股票、股票型基金、混合型基金）的战略配置目

标比例中枢为 20%，投资比例范围为基金资产的 1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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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计入上述权益类资产的混合型基金需符合下列两个条件之一： 

1、基金合同约定股票资产投资比例不低于基金资产 60%的混合型基金； 

2、根据基金披露的定期报告，最近四个季度中任一季度股票资产占基金资产比例均不低

于 60%的混合型基金。 

同时，股票、股票型基金、混合型基金和商品基金（含商品期货基金和黄金 ETF）等品

种的投资比例合计不得超过基金资产的 30%。 

本基金应当保持不低于基金资产净值 5%的现金或者到期日在一年以内的政府债券；其

中，现金不包括结算备付金、存出保证金、应收申购款等。 

 

2、2021 年 6 月底各类资产持仓比例 

序号  项目  金额（元）  
占基金总资产的比例

（%）  

1  权益投资  202,750,335.05 3.37 

   其中：股票  202,750,335.05 3.37 

2 基金投资  5,417,122,479.63 89.94 

3  固定收益投资  328,184,242.40 5.45 

   其中：债券  328,184,242.40 5.45 

         资产支持证券  - - 

4  贵金属投资  - - 

5  金融衍生品投资  - - 

6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 - 

   
其中：买断式回购的买入返售金融

资产  
- - 

7  银行存款和结算备付金合计  67,715,690.87 1.12 

8 其他资产  7,520,070.42 0.12 

9 合计  6,023,292,818.37 100.00 

 

3、本基金历史规模 

单位：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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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基金最近一年各季度资产规模变化情况 

基金名称 

2021 年一季度 2021 年二季度 

规模变化 规模变化 

变化量（亿

元） 

变化率 变化量（亿

元） 

变化率 

兴全安泰稳健 2.29 4.05% 1.33 2.26% 

 

4、本基金最近半年业绩与波动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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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0% 0.14% 2.85%  0.21% -1.15% -0.07% 

过去六个月 2.72% 0.21% 2.34%  0.29% 0.38% -0.08% 

截止日期：2021 年 6 月 30 日 

 

5、基金风险评价期内有无违规行为 

无。 

依据《兴证全球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产品风险评价管理办法》，结合上述指标给予该基金

的风险等级： R3。 

 



兴证全球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旗下公募基金产品风险评价 

 86 

三十六、兴全安泰积极养老目标五年持有期混合型发起式基金中基金（FOF） 

1、基金投资目标、投资范围和投资比例： 

在控制风险的前提下，本基金主要通过成熟稳健的资产配置策略和公募基金精选策略进

行投资，力求基金资产的长期稳健增值，满足投资者的养老资金理财需求。 

本基金的投资范围为具有良好流动性的金融工具，包括经中国证监会核准或注册的公开

募集证券投资基金（包括 QDII 基金和香港互认基金）、国内依法发行上市的股票及存托凭

证（包括中小板、创业板以及其他中国证监会核准上市的股票及存托凭证）、债券（包括国

债、央行票据、金融债券、企业债券、公司债券、证券公司短期公司债券、可转换债券（含

可分离交易可转债的纯债部分）、可交换债券、中期票据、短期融资券、超短期融资券、公

开发行的次级债券、政府支持机构债、政府支持债券、地方政府债及其他经中国证监会允许

投资的债券）、资产支持证券、债券回购、银行存款（包括协议存款、定期存款及其他银行

存款）、同业存单、货币市场工具以及中国证监会允许基金投资的其他金融工具，但须符合

中国证监会相关规定。 

本基金不投资具有复杂、衍生品性质的基金份额，包括分级基金和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

他基金份额。 

如法律法规或监管机构以后允许基金投资其他品种，基金管理人在履行适当程序后，可

以将其纳入投资范围，并可依据届时有效的法律法规适时合理地调整投资范围。 

本基金投资于经中国证监会核准或注册的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的资产比例不低于基金

资产的 80%。本基金投资于权益类资产（股票、股票型基金、混合型基金）的战略配置目

标比例中枢为 70%，投资比例范围为基金资产的 60%-75%。 

其中，计入上述权益类资产的混合型基金需符合下列两个条件之一： 

1、基金合同约定股票资产投资比例不低于基金资产 60%的混合型基金； 

2、根据基金披露的定期报告，最近四个季度中任一季度股票资产占基金资产比例均不低

于 60%的混合型基金。 

同时，股票、股票型基金、混合型基金和商品基金（含商品期货基金和黄金 ETF）等品

种的投资比例合计不得超过基金资产的 80%。 

本基金应当保持不低于基金资产净值 5%的现金或者到期日在一年以内的政府债券；其

中，现金不包括结算备付金、存出保证金、应收申购款等。 

 

2、2021 年 6 月底各类资产持仓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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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  金额（元）  
占基金总资产的比例

（%）  

1  权益投资  146,259,562.85 13.88 

   其中：股票  146,259,562.85 13.88 

2 基金投资  882,958,539.82 83.81 

3  固定收益投资  1,625,784.18 0.15 

   其中：债券  1,625,784.18 0.15 

         资产支持证券  - - 

4  贵金属投资  - - 

5  金融衍生品投资  - - 

6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 - 

   
其中：买断式回购的买入返售金融

资产  
- - 

7  银行存款和结算备付金合计  21,854,277.04 2.07 

8 其他资产  812,354.80 0.08 

9 合计  1,053,510,518.69 100.00 

 

3、本基金历史规模 

单位：亿元 

 

本基金最近一年各季度资产规模变化情况 

基金名称 

2021 年一季度 2021 年二季度 

规模变化 规模变化 

变化量（亿元） 变化率 变化量（亿元） 变化率 

兴全安泰积极 0.31 3.15% 0.54 5.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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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本基金最近半年业绩与波动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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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4% 0.45% 8.98%  0.73% -5.04% -0.28% 

过去六个月 5.27% 0.47% 6.23%  1.00% -0.96% -0.53% 

截止日期：2021 年 6 月 30 日 

 

5、基金风险评价期内有无违规行为 

无。 

依据《兴证全球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产品风险评价管理办法》，结合上述指标给予该基金

的风险等级： R3。 

 

三十七、兴全合兴两年封闭运作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LOF） 

1、基金投资目标、投资范围和投资比例： 

本基金在有效控制投资组合风险的前提下，通过深入的基本面研究挖掘具有较好盈利能

力和市场竞争力的公司，力求实现资产净值的长期稳健增值。 

本基金的投资范围为具有良好流动性的金融工具，包括国内依法发行上市的股票及存托

凭证（包括中小板、创业板及其他经中国证监会核准或注册发行的股票及存托凭证）、港股

通标的股票、债券（包括国债、地方政府债、金融债、企业债、公司债、公开发行的次级债、

可转换债券、分离交易可转债的纯债部分、可交换债券、央行票据、中期票据、证券公司短

期公司债券、短期融资券、超短期融资券等）、债券回购、货币市场工具、银行存款、同业

存单、资产支持证券、股指期货、国债期货以及法律法规或中国证监会允许基金投资的其他

金融工具(但须符合中国证监会相关规定)。 

本基金将根据法律法规的规定参与融资业务和转融通证券出借业务。如法律法规或监管

机构以后允许基金投资其他品种，基金管理人在履行适当程序后，可以将其纳入投资范围。 

基金的投资组合比例为： 

本基金封闭期届满转换为开放式基金后，每个交易日日终，股票资产投资比例为基金资

产的 60%—95%（其中投资于港股通标的股票的比例占股票资产的 0-50%），封闭期内每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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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日日终，股票资产投资比例为基金资产的 60%—100%（其中投资于港股通标的股票的

比例占股票资产的 0-50%）； 

本基金封闭期届满转换为开放式基金后，每个交易日日终，在扣除股指期货和国债期货

合约需缴纳的交易保证金后，保持现金或者到期日在一年以内的政府债券投资比例合计不低

于基金资产净值的 5%，在封闭期内，本基金不受上述 5%的限制；封闭期内每个交易日日

终在扣除股指期货、国债期货合约需缴纳的交易保证金后，应当保持不低于交易保证金一倍

的现金；其中，现金不包括结算备付金、存出保证金、应收申购款等。 

 

2、2021 年 6 月底各类资产持仓比例 

序号  项目  金额（元）  
占基金总资产的比例

（%）  

1  权益投资  7,519,033,630.12 89.75 

   其中：股票  7,519,033,630.12 89.75 

2 基金投资  - - 

3  固定收益投资  553,483,300.00 6.61 

   其中：债券  553,483,300.00 6.61 

         资产支持证券  - - 

4  贵金属投资  - - 

5  金融衍生品投资  - - 

6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 - 

   
其中：买断式回购的买入返售金融

资产  
- - 

7  银行存款和结算备付金合计  174,735,069.96 2.09 

8 其他资产  130,399,004.45 1.56 

9 合计  8,377,651,004.53 100.00 

 

3、本基金历史规模 

单位：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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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基金最近一年各季度资产规模变化情况 

基金名称 

2021 年二季度 

规模变化 

变化量（亿元） 变化率 

兴全合兴 10.26 13.99% 

 

4、本基金最近半年业绩与波动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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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00% 1.02% 2.24%  0.70% 11.76% 0.32% 

自基金合同

生效起至今 
5.48% 1.18% -1.52%  0.95% 7.00% 0.23% 

截止日期：2021 年 6 月 30 日 

 

5、基金风险评价期内有无违规行为 

无。 

依据《兴证全球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产品风险评价管理办法》，结合上述指标给予该基金

的风险等级： R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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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八、兴全中证 800 六个月持有期指数增强型证券投资基金 

1、基金投资目标、投资范围和投资比例： 

本基金为股票指数增强型基金，在力求对中证 800 指数进行有效跟踪的基础上，对基金

投资组合进行相对增强，力争实现超越业绩比较基准的投资收益，谋求基金资产的长期增值。 

本基金的投资范围为具有良好流动性的金融工具，包括中证 800 指数的成份股及其备选

成份股、其他非指数成分股(包含主板、中小板、创业板及其他国内依法发行上市的股票及

存托凭证、港股通标的股票)、债券(国债、地方政府债、金融债、企业债、公司债、公开发

行的次级债、可转换债券(含分离交易可转债的纯债部分)、可交换公司债券、央行票据、短

期融资券、超短期融资券、中期票据等)、资产支持证券、债券回购、同业存单、银行存款、

金融衍生工具(包括股指期货、国债期货、股票期权)、货币市场工具以及法律法规或中国证

监会允许基金投资的其他金融工具(但须符合中国证监会的相关规定)。 

本基金可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和基金合同的约定，参与融资业务和转融通证券出借业务。

如法律法规或监管机构以后允许基金投资其他品种，基金管理人在履行适当程序后，可以将

其纳入投资范围。 

基金的投资组合比例为：本基金投资于股票的资产比例不低于基金资产的 80%，投资于

中证 800 指数成份股和备选成份股的资产比例不低于非现金基金资产的 80%，投资于港股

通标的股票的比例占股票资产的 0-50%。本基金每个交易日日终在扣除股指期货合约、国债

期货合约和股票期权合约需缴纳的交易保证金后，本基金应当保持现金或者到期日在一年以

内的政府债券投资比例合计不低于基金资产净值的 5%；其中，现金不包括结算备付金、存

出保证金、应收申购款等。 

如法律法规或中国证监会变更投资品种的投资比例限制，基金管理人在履行适当程序后，

可以调整上述投资品种的投资比例。 

 

2、2021 年 6 月底各类资产持仓比例 

序号  项目  金额（元）  
占基金总资产的比例

（%）  

1  权益投资  1,008,908,268.77 34.75 

   其中：股票  1,008,908,268.77 34.75 

2 基金投资  - - 

3  固定收益投资  638,097,643.30 21.98 

   其中：债券  638,097,643.30 21.98 

         资产支持证券  - - 



兴证全球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旗下公募基金产品风险评价 

 92 

4  贵金属投资  - - 

5  金融衍生品投资  - - 

6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1,155,000,000.00 39.78 

   
其中：买断式回购的买入返售金融

资产  
- - 

7  银行存款和结算备付金合计  84,139,977.84 2.90 

8 其他资产  16,985,993.82 0.59 

9 合计  2,903,131,883.73 100.00 

 

3、本基金历史规模 

单位：亿元 

  

本基金最近一年各季度资产规模变化情况 

基金名称 

2021 年二季度 

规模变化 

变化量（亿元） 变化率 

兴全中证 800 0.22 0.78% 

 

4、本基金最近半年业绩与波动程度 

兴全中证 800 六个月持有指数 A 类份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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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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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三个月 1.19%  0.31%  4.23%  0.82%  -3.04%  -0.51%  

自基金合同

生效起至今 
0.61%  0.28%  -2.94%  1.11%  3.55%  -0.83%  

截止日期：2021 年 6 月 30 日 

兴全中证 800 六个月持有指数 C 类份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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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  0.31%  4.23%  0.82%  -3.14%  -0.51%  

自基金合同

生效起至今 
0.45%  0.28%  -2.94%  1.11%  3.39%  -0.83%  

截止日期：2021 年 6 月 30 日 

 

5、基金风险评价期内有无违规行为 

无。 

依据《兴证全球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产品风险评价管理办法》，结合上述指标给予该基金

的风险等级： R3。 

 

三十九、兴全汇吉一年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基金投资目标、投资范围和投资比例： 

本基金在有效控制投资组合风险的前提下，把握债券市场、股票市场的投资机会，通过

积极主动的投资管理，力求实现资产净值的长期稳健增值。 

本基金的投资范围为具有良好流动性的金融工具，包括国内依法发行上市的股票及存托

凭证（包括中小板、创业板及其他经中国证监会核准或注册发行的股票及存托凭证）、港股

通标的股票、债券（包括国债、地方政府债、金融债、企业债、公司债、公开发行的次级债、

可转换债券、分离交易可转债的纯债部分、可交换债券、央行票据、中期票据、证券公司短

期公司债券、短期融资券、超短期融资券等）、债券回购、货币市场工具、银行存款、同业

存单、资产支持证券、股指期货、国债期货以及法律法规或中国证监会允许基金投资的其他

金融工具(但须符合中国证监会相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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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基金将根据法律法规的规定参与融资业务。如法律法规或监管机构以后允许基金投资

其他品种，基金管理人在履行适当程序后，可以将其纳入投资范围。 

基金的投资组合比例为：股票资产投资比例为基金资产的 0%—50%（其中投资于港股通

标的股票的比例占股票资产的 0-50%）；同业存单投资占基金资产的比例不超过 20%；每个

交易日日终，在扣除股指期货和国债期货合约需缴纳的交易保证金后，本基金应当保持现金

或者到期日在一年以内的政府债券投资比例合计不低于基金资产净值的 5%，其中，现金不

包括结算备付金、存出保证金、应收申购款等。 

 

2、2021 年 6 月底各类资产持仓比例 

序号  项目  金额（元）  
占基金总资产的比例

（%）  

1  权益投资  1,540,015,262.12 36.35 

   其中：股票  1,540,015,262.12 36.35 

2 基金投资  - - 

3  固定收益投资  2,505,172,539.50 59.13 

   其中：债券  2,505,172,539.50 59.13 

         资产支持证券  - - 

4  贵金属投资  - - 

5  金融衍生品投资  - - 

6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 - 

   
其中：买断式回购的买入返售金融

资产  
- - 

7  银行存款和结算备付金合计  95,756,831.75 2.26 

8 其他资产  95,427,429.33 2.25 

9 合计  4,236,372,062.70 100.00 

 

3、本基金历史规模 

单位：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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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基金最近一年各季度资产规模变化情况 

基金名称 

2021 年二季度 

规模变化 

变化量（亿元） 变化率 

兴全汇吉 1.73 4.69% 

 

4、本基金最近半年业绩与波动程度 

兴全汇吉一年持有混合 A 类份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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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14%  0.53%  1.55%  0.37%  6.59%  0.16%  

自基金合同

生效起至今 
4.56%  0.56%  -1.67%  0.49%  6.23%  0.07%  

截止日期：2021 年 6 月 30 日 

兴全汇吉一年持有混合 C 类份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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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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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三个月 8.03%  0.53%  1.55%  0.37%  6.48%  0.16%  

自基金合同

生效起至今 
4.40%  0.56%  -1.67%  0.49%  6.07%  0.07%  

截止日期：2021 年 6 月 30 日 

 

5、基金风险评价期内有无违规行为 

无。 

依据《兴证全球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产品风险评价管理办法》，结合上述指标给予该基金

的风险等级： R3。 

 

四十、兴全汇虹一年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基金投资目标、投资范围和投资比例： 

本基金在有效控制投资组合风险的前提下，把握股票市场、债券市场的投资机会，通过

积极主动的投资管理，力求实现资产净值的长期稳健增值。 

本基金的投资范围为具有良好流动性的金融工具，包括国内依法发行上市的股票及存托

凭证（包括中小板、创业板及其他经中国证监会核准或注册发行的股票及存托凭证）、港股

通标的股票、债券（包括国债、地方政府债、金融债、企业债、公司债、公开发行的次级债、

可转换债券、分离交易可转债的纯债部分、可交换债券、央行票据、中期票据、证券公司短

期公司债券、短期融资券、超短期融资券等）、债券回购、货币市场工具、银行存款、同业

存单、资产支持证券、股指期货、国债期货以及法律法规或中国证监会允许基金投资的其他

金融工具(但须符合中国证监会相关规定)。 

本基金将根据法律法规的规定参与融资业务。如法律法规或监管机构以后允许基金投资

其他品种，基金管理人在履行适当程序后，可以将其纳入投资范围。 

基金的投资组合比例为：股票资产投资比例为基金资产的 0%—40%（其中投资于港股通

标的股票的比例占股票资产的 0-50%）；同业存单投资占基金资产的比例不超过 20%；每个

交易日日终，在扣除股指期货和国债期货合约需缴纳的交易保证金后，本基金应当保持现金

或者到期日在一年以内的政府债券投资比例合计不低于基金资产净值的 5%，其中，现金不

包括结算备付金、存出保证金、应收申购款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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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021 年 6 月底各类资产持仓比例 

序号  项目  金额（元）  
占基金总资产的比例

（%）  

1  权益投资  258,229,516.43 20.00 

   其中：股票  258,229,516.43 20.00 

2 基金投资  - - 

3  固定收益投资  969,033,255.36 75.05 

   其中：债券  969,033,255.36 75.05 

         资产支持证券  - - 

4  贵金属投资  - - 

5  金融衍生品投资  - - 

6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 - 

   
其中：买断式回购的买入返售金融

资产  
- - 

7  银行存款和结算备付金合计  45,952,806.44 3.56 

8 其他资产  17,951,800.54 1.39 

9 合计  1,291,167,378.77 100.00 

 

3、本基金历史规模 

单位：亿元 

  

本基金最近一年各季度资产规模变化情况 

基金名称 

2021 年二季度 

规模变化 

变化量（亿元） 变化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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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全汇虹 0.75 6.15% 

 

4、本基金最近半年业绩与波动程度 

兴全汇虹一年持有混合 A 类份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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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0%  0.34%  0.92%  0.18%  4.58%  0.16%  

自基金合同

生效起至今 
5.56%  0.33%  0.94%  0.18%  4.62%  0.15%  

截止日期：2021 年 6 月 30 日 

兴全汇虹一年持有混合 C 类份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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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9%  0.34%  0.92%  0.18%  4.47%  0.16%  

自基金合同

生效起至今 
5.44%  0.33%  0.94%  0.18%  4.50%  0.15%  

截止日期：2021 年 6 月 30 日 

 

5、基金风险评价期内有无违规行为 

无。 

依据《兴证全球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产品风险评价管理办法》，结合上述指标给予该基金

的风险等级： R3。 

 

四十一、兴全合远两年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基金投资目标、投资范围和投资比例： 

本基金在有效控制投资组合风险的前提下，通过深入的基本面研究挖掘具有较好盈利能

力和市场竞争力的公司，力求实现资产净值的长期稳健增值。 

本基金的投资范围为具有良好流动性的金融工具，包括国内依法发行上市的股票及存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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凭证（包括中小板、创业板及其他经中国证监会核准或注册发行的股票及存托凭证）、港股

通标的股票、债券（包括国债、地方政府债、金融债、企业债、公司债、公开发行的次级债、

可转换债券、分离交易可转债的纯债部分、可交换债券、央行票据、中期票据、证券公司短

期公司债券、短期融资券、超短期融资券等）、债券回购、货币市场工具、银行存款、同业

存单、资产支持证券、股指期货、国债期货以及法律法规或中国证监会允许基金投资的其他

金融工具(但须符合中国证监会相关规定)。 

本基金将根据法律法规的规定参与融资业务。如法律法规或监管机构以后允许基金投资

其他品种，基金管理人在履行适当程序后，可以将其纳入投资范围。 

基金的投资组合比例为：股票资产投资比例为基金资产的 60%—95%（其中投资于港股

通标的股票的比例占股票资产的 0-50%）；每个交易日日终，在扣除股指期货和国债期货合

约需缴纳的交易保证金后，本基金应当保持现金或者到期日在一年以内的政府债券投资比例

合计不低于基金资产净值的 5%，其中，现金不包括结算备付金、存出保证金、应收申购款

等。 

 

2、2021 年 6 月底各类资产持仓比例 

序号  项目  金额（元）  
占基金总资产的比例

（%）  

1  权益投资  2,089,939,836.15 49.92 

   其中：股票  2,089,939,836.15 49.92 

2 基金投资  - - 

3  固定收益投资  249,500,604.30 5.96 

   其中：债券  249,500,604.30 5.96 

         资产支持证券  - - 

4  贵金属投资  - - 

5  金融衍生品投资  - - 

6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 - 

   
其中：买断式回购的买入返售金融

资产  
- - 

7  银行存款和结算备付金合计  1,842,107,185.82 44.00 

8 其他资产  4,711,498.54 0.11 

9 合计  4,186,259,124.81 100.00 

 

3、本基金历史规模 

不适用。 

 



兴证全球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旗下公募基金产品风险评价 

 100 

4、本基金最近半年业绩与波动程度 

兴全合远两年持有混合 A 类份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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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基金合同

生效起至今 
3.33%  0.49%  1.64%  0.68%  1.69%  -0.19%  

截止日期：2021 年 6 月 30 日 

兴全合远两年持有混合 C 类份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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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基金合同

生效起至今 
3.23%  0.49%  1.64%  0.68%  1.59%  -0.19%  

截止日期：2021 年 6 月 30 日 

 

5、基金风险评价期内有无违规行为 

无。 

依据《兴证全球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产品风险评价管理办法》，结合上述指标给予该基金

的风险等级： R3。 

 

四十二、兴证全球恒惠 30 天持有期超短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1、基金投资目标、投资范围和投资比例： 

在严格控制风险并保持基金资产流动性的前提下，重点投资超短期债券，追求基金资产

的稳定增值。 

本基金的投资范围主要为具有良好流动性的金融工具，主要投资于债券（包括国债、地

方政府债、金融债、企业债、公司债、央行票据、中期票据、短期融资券、超短期融资券、

公开发行的次级债、证券公司短期公司债、可分离交易可转债的纯债部分）、资产支持证券、

债券回购、银行存款（包括协议存款、定期存款等）、同业存单、货币市场工具、国债期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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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法律法规或中国证监会允许基金投资的其他金融工具（但须符合中国证监会的相关规定）。 

本基金不投资于股票，也不投资于可转换债券（可分离交易可转债的纯债部分除外）、可

交换债券。 

基金的投资组合比例为：本基金对债券的投资比例不低于基金资产的 80%，其中投资于

超短债的资产比例不低于非现金基金资产的 80%，本基金每个交易日日终在扣除国债期货

合约需缴纳的交易保证金后持有现金或者到期日在一年以内的政府债券投资比例合计不低

于基金资产净值的 5%。其中，现金不包括结算备付金、存出保证金、应收申购款等。 

本基金所投资的超短债是指剩余期限不超过 270 天（含）的债券资产，主要包括国债、

地方政府债、金融债、企业债、公司债、央行票据、中期票据、短期融资券、超短期融资券、

公开发行的次级债、证券公司短期公司债券、可分离交易可转债的纯债部分。其中剩余期限

是指计算日至债券到期日为止所剩余的天数，以下情况除外： 

1、含回售权的债券的剩余期限以计算日至下一个行权日的实际剩余天数计算； 

2、可变利率或浮动利率债券的剩余期限以计算日至下一个利率调整日的实际剩余天数计

算。 

如法律法规或中国证监会对剩余期限计算方法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如法律法规或监管机构以后允许基金投资的其他品种，基金管理人在履行适当程序后，

可以将其纳入投资范围，其投资比例遵循届时有效法律法规或相关规定。 

 

2、2021 年 6 月底各类资产持仓比例 

截至 2021 年 6 月底，该基金《基金合同》生效不足 2 个月，基金管理人未编制 2021 年

第 2 季度报告，因此未披露基金各类资产持仓比例。 

 

3、本基金历史规模 

不适用。 

 

4、本基金最近半年业绩与波动程度 

不适用。 

 

5、基金风险评价期内有无违规行为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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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据《兴证全球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产品风险评价管理办法》，结合上述指标给予该基金

的风险等级： R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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旗下基金风险评价结果汇总（截止至 2021 年 6 月 30 日） 

被评估时间段 基金名称 风险等级 基金合同约定的基金风险收益特征 

截止至 2021 年 6 月 30 日 兴全趋势投资基金 R3 
在混合型基金中属于中高风险、中高回报的基

金产品 

截止至 2021 年 6 月 30 日 兴全可转债基金 R3 

本基金所承担的风险水平接近于普通债券并

明显低于股票和股票基金；而收益水平接近于

股票并高于国债、金融债、企业债券，以及以

这些投资品种为投资对象的基金产品。总体而

言，本基金的风险水平处于市场低端，收益水

平处于市场中高端 

截止至 2021 年 6 月 30 日 兴全全球视野基金 R3 较高风险、较高收益 

截止至 2021 年 6 月 30 日 兴全社会责任基金 R3 较高风险、较高回报 

截止至 2021 年 6 月 30 日 兴全有机增长基金 R3 中高风险、中高收益 

截止至 2021 年 6 月 30 日 兴全磐稳债券基金 R2 
预计长期平均风险与收益低于股票型、混合型

以及可转债证券投资基金，高于货币市场基金 

截止至 2021 年 6 月 30 日 兴全货币市场基金 R1 属于证券投资基金中高流动性、低风险的品种 

截止至 2021 年 6 月 30 日 兴全合润基金1 R3 较高风险、较高收益 

截止至 2021 年 6 月 30 日 兴全沪深 300 基金 R3 

本基金属于股票型基金，预期风险和收益高于

混合型基金、债券基金和货币市场基金。本基

金为指数增强型基金，是股票基金中处于中等

风险水平的基金。 

截止至 2021 年 6 月 30 日 兴全绿色投资基金 R3 中高风险、中高收益 

截止至 2021 年 6 月 30 日 兴全精选基金 R3 

本基金为混合型基金产品，预期风险与预期收

益高于债券基金与货币市场基金，属于较高风

险、较高收益的基金品种。 

截止至 2021 年 6 月 30 日 兴全轻资产基金 R3 较高风险、较高收益 

截止至 2021 年 6 月 30 日 兴全商业模式优选基金 R3 中高风险、中高收益 

截止至 2021 年 6 月 30 日 兴全添利宝货币市场基金 R1 低风险品种 

截止至 2021 年 6 月 30 日 兴全新视野混合型基金 R3 中高风险、中高收益 

截止至 2021 年 6 月 30 日 
兴全稳益定期开放债券型 

发起式基金 
R2 

属证券投资基金中的较低预期风险品种，其长

期平均预期风险和预期收益率低于混合型基

金、股票型基金，高于货币市场基金。 

截止至 2021 年 6 月 30 日 兴全天添益货币市场基金 R1 低风险品种 

截止至 2021 年 6 月 30 日 兴全稳泰债券基金 R2 
预期收益和预期风险高于货币市场基金，但低

于混合型基金、股票型基金，属于较低风险/

                                                        
1 兴全合润分级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之合润 A 份额和合润 B 份额于 2021 年 1 月 4 日终止上市（最后交易

日为 2020 年 12 月 31 日），基金名称于 2021 年 1 月 1 日起变更为“兴全合润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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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益的产品。 

截止至 2021 年 6 月 30 日 
兴全兴泰定期开放债券型 

发起式基金 
R2 

预期收益和预期风险高于货币市场基金，但低

于混合型基金、股票型基金，属于较低风险/

收益的产品。 

截止至 2021 年 6 月 30 日 兴全恒益债券基金 R3 

预期收益和预期风险高于货币市场基金，但低

于混合型基金、股票型基金，属于较低风险/

收益的产品。 

截止至 2021 年 6 月 30 日 
兴全祥泰定期开放债券型 

发起式基金 
R2 

预期收益和预期风险高于货币市场基金，但低

于混合型基金、股票型基金，属于较低风险/

收益的产品。 

截止至 2021 年 6 月 30 日 兴全合宜混合型基金 R3 

属于较高预期风险、较高预期收益的证券投资

基金品种，其预期风险与收益高于债券型基金

与货币市场基金，低于股票型基金。 

截止至 2021 年 6 月 30 日 
兴全安泰平衡养老目标三年

持有（FOF） 
R3 

预期收益和预期风险水平高于债券型基金和

货币市场基金，低于股票型基金。 

截止至 2021 年 6 月 30 日 兴全恒裕债券型基金 R2 

预期收益和预期风险高于货币市场基金，但低

于混合型基金、股票型基金，属于较低风险/

较低收益的产品。 

截止至 2021 年 6 月 30 日 兴全多维价值混合型基金 R3 

属于较高预期风险、较高预期收益的证券投资

基金品种，其预期风险与收益高于债券型基金

与货币市场基金，低于股票型基金。 

截止至 2021 年 6 月 30 日 兴全恒瑞债券型基金 R2 

预期收益和预期风险高于货币市场基金，但低

于混合型基金、股票型基金，属于较低风险/

收益的产品。 

截止至 2021 年 6 月 30 日 兴全合泰混合型基金 R3 
预期风险与收益高于债券型基金与货币市场

基金，低于股票型基金。 

截止至 2021 年 6 月 30 日 
兴全社会价值三年持有混合

型基金 
R3 

预期风险与预期收益高于债券型基金与货币

市场基金，低于股票型基金。 

截止至 2021 年 6 月 30 日 兴全恒鑫债券型基金 R2 

预期收益和预期风险高于货币市场基金，但低

于混合型基金、股票型基金，属于较低风险/

较低收益的产品。 

截止至 2021 年 6 月 30 日 
兴全优选进取三个月持有

（FOF） 
R3 

本基金为混合型基金中基金，其预期收益和预

期风险水平高于债券型基金和货币市场基金，

低于股票型基金。 

截止至 2021 年 6 月 30 日 
兴全沪港深两年持有期混合

型基金 
R3 

属于较高预期风险、较高预期收益的证券投资

基金品种，其预期风险与收益高于债券型基金

与货币市场基金，低于股票型基金。 

截止至 2021 年 6 月 30 日 
兴全汇享一年持有期混合型

基金 
R3 

预期风险与收益高于债券型基金与货币市场

基金，低于股票型基金。 

截止至 2021 年 6 月 30 日 兴全恒祥 88 个月定期开放债 R2 
预期收益和预期风险高于货币市场基金，但低

于混合型基金、股票型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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券型基金 

截止至 2021 年 6 月 30 日 
兴全合丰三年持有期混合型

基金 
R3 

预期风险与收益高于债券型基金与货币市场

基金，低于股票型基金。 

截止至 2021 年 6 月 30 日 
兴全安泰稳健养老目标一年

持有（FOF） 
R3 

本基金为混合型基金中基金，其预期收益和预

期风险水平高于债券型基金和货币市场基金，

低于股票型基金。 

截止至 2021 年 6 月 30 日 
兴全安泰积极养老目标五年

持有（FOF） 
R3 

本基金为混合型基金中基金，其预期收益和预

期风险水平高于债券型基金、债券型基金中基

金、货币市场基金和货币型基金中基金，低于

股票型基金和股票型基金中基金。 

截止至 2021 年 6 月 30 日 

兴全合兴两年封闭运作混合

基金（LOF） 
R3 

其预期风险与收益高于债券型基金与货币市

场基金，低于股票型基金。 

截止至 2021 年 6 月 30 日 
兴全中证 800 六个月持有指

数基金 
R3 

本基金为股票型基金，预期收益和预期风险高

于混合型基金、债券型基金与货币市场基金。

本基金主要投资于标的指数成份股及备选成

份股，具有与标的指数相似的风险收益特征。 

截止至 2021 年 6 月 30 日 兴全汇吉一年持有混合基金 R3 
其预期风险与收益高于债券型基金与货币市

场基金，低于股票型基金。 

截止至 2021 年 6 月 30 日 兴全汇虹一年持有混合基金 R3 
其预期风险与收益高于债券型基金与货币市

场基金，低于股票型基金。 

截止至 2021 年 6 月 30 日 兴全合远两年持有混合基金 R3 
其预期风险与收益高于债券型基金与货币市

场基金，低于股票型基金。 

截止至 2021 年 6 月 30 日 
兴证全球恒惠 30 天持有超 

短债基金 
R2 

本基金为债券型基金，预期收益和预期风险高

于货币市场基金，但低于混合型基金、股票型

基金。 

注：公司旗下基金产品 R1-R5 的风险评级划分，是基于《兴证全球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产品风险评价管

理办法》的具体要求，与基金合同中原有的“风险收益特征”主要考虑基金投资方向等投资要素不同，上

述划分标准更为全面，充分考虑了流动性、到期时限、杠杆情况、产品的结构复杂性、同类产品过往业绩

等多种要素确定产品所属 R1-R5 的级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