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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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金托管人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根据本基金合同规定，于 2015 年 7 月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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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 年 4 月 1 日起至 6 月 30 日止。 

§2  基金产品概况 

基金简称 中银货币 

基金主代码 163802 

基金运作方式 契约型开放式 

基金合同生效日 2005 年 6 月 7 日 

报告期末基金份额总额 84,956,632,831.34 份 

投资目标 在保持本金安全和资产流动性的前提下，追求超过业

绩比较基准的稳定收益。 

投资策略 根据对宏观经济指标、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预判，

决定资产组合的整体配置，并采用短期利率预测、组

合久期制定、类别品种配置、收益率曲线分析、跨市

场套利、跨品种套利、滚动配置策略、先进的投资管

理工具等多种投资管理方法，以《基金法》、《货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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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基金管理暂行规定》等有关法律法规、本基金合

同以及基金管理人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为决策依据，

将维护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作为最高准则。 

业绩比较基准 税后活期存款利率：（1－利息税）× 活期存款利率。 

风险收益特征 本基金属于证券投资基金中高流动性，低风险的品

种，其预期风险和预期收益率都低于股票型，债券型

和混合型基金。 

基金管理人 中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下属两级基金的基金简

称 
中银货币 A 中银货币 B 

下属两级基金的交易代

码 
163802 163820 

报告期末下属两级基金

的份额总额 
1,134,275,974.20 份 83,822,356,857.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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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财务指标 
报告期(2015 年 4 月 1 日-2015 年 6 月 30 日) 

中银货币 A 中银货币 B 

1.本期已实现收益 13,001,633.36 504,324,170.93 

2.本期利润 13,001,633.36 504,324,170.93 

3.期末基金资产净值 1,134,275,974.20 83,822,356,857.14 

注：（1）自2012年3月29日起对本基金实施基金份额分级，分设两级基金份额：A级基金

份额和B级基金份额。详情请参阅相关公告。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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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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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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货币市场基金采用摊余成本法核算，因此，公允价值变动收益为零，本期已实现收

益和本期利润的金额相等。 

3.2 基金净值表现 

3.2.1 本报告期基金份额净值收益率及其与同期业绩比较基准收益率的比较 

1、中银货币 A: 

阶段 
份额净值

收益率① 

净值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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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8765% 0.0027% 0.0885% 0.0000% 0.7880% 0.0027% 

2、中银货币 B： 

阶段 
份额净值

收益率① 

净值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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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9371% 0.0027% 0.0885% 0.0000% 0.8486% 0.0027% 

注：本基金收益分配按月结转份额。 

3.2.2自基金合同生效以来基金累计净值收益率变动及其与同期业绩比较基准收益率变

动的比较 

中银货币市场证券投资基金 

累计净值收益率与业绩比较基准收益率历史走势对比图 

(2005 年 6 月 7 日至 2015 年 6 月 30 日) 

1、中银货币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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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中银货币 B 

 

注：按基金合同规定，本基金自基金合同生效起6个月内为建仓期，截至建仓结束时本

基金的各项投资比例已达到基金合同第十一部分（二）投资范围、（六）投资组合限制

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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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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洁 

本基金的基金经

理、中银理财 7

天债券基金基金

经理、中银理财

21 天债券基金基

金经理、中银产业

债基金基金经理、

中银安心回报债

券基金基金经理 

2011-03-1

7 
- 10 

中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助理副总裁（AVP）,上海

财经大学经济学硕士。曾

任金盛保险有限公司投

资部固定收益分析员、基

金经理助理。2007 年加入

中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曾担任固定收益研究员。

2011年3月至今任中银货

币基金基金经理，2012 年

12月至今任中银理财7天

债券基金基金经理、2013

年 12 月至今任中银理财

21 天债券基金基金经理，

2014年9月至今任中银产

业债基金基金经理 ,2014

年 10 月至今任中银安心

回报债券基金基金经理。

具有 10 年证券从业年限。

具备基金、证券、银行间

本币市场交易员从业资

格。 

方抗 

本基金的基金经

理、中银增利基金

基金经理 

2014-08-1

8 
- 7 

金融学硕士。曾任交通银

行总行金融市场部授信

管理员，南京银行总行金

融市场部上海分部销售

交易团队主管。2013 年加

入中银基金管理有限公

司，曾任固定收益基金经

理助理。2014 年 8 月至今

任中银增利基金基金经

理，2014 年 8 月至今任中

银货币基金基金经理。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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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7 年证券从业年限。具

备基金从业资格。 

注：1、首任基金经理的“任职日期”为基金合同生效日，非首任基金经理的“任职日期”

为根据公司决定确定的聘任日期，基金经理的“离任日期”均为根据公司决定确定的解聘

日期； 

2、证券从业年限的计算标准及含义遵从《证券业从业人员资格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 

4.2 报告期内本基金运作遵规守信情况说明 

本报告期内，本基金管理人严格遵守《证券投资基金法》、中国证监会的有关规则

和其他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严格遵循本基金基金合同，本着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

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在严格控制风险的基础上，为基金份额持有人谋求最大利益。

本报告期内，本基金运作合法合规，无损害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的行为。 

4.3 公平交易专项说明 

4.3.1 公平交易制度的执行情况 

根据中国证监会颁布的《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公平交易制度指导意见》，公司制

定了《中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公平交易管理办法》，建立了《新股询价申购和参与公开

增发管理办法》、《债券询价申购管理办法》、《集中交易管理办法》等公平交易相关制度

体系，通过制度确保不同投资组合在投资管理活动中得到公平对待，严格防范不同投资

组合之间进行利益输送。公司建立了投资决策委员会领导下的投资决策及授权制度，以

科学规范的投资决策体系，采用集中交易管理加强交易执行环节的内部控制，通过工作

制度、流程和技术手段保证公平交易原则的实现；通过建立层级完备的公司证券池及组

合风格库，完善各类具体资产管理业务组织结构，规范各项业务之间的关系，在保证各

投资组合既具有相对独立性的同时，确保其在获得投资信息、投资建议和实施投资决策

方面享有公平的机会；通过对异常交易行为的实时监控、分析评估、监察稽核和信息披

露确保公平交易过程和结果的有效监督。 

本报告期内，本公司严格遵守法律法规关于公平交易的相关规定，确保本公司管理

的不同投资组合在授权、研究分析、投资决策、交易执行、业绩评估等投资管理活动和

环节得到公平对待。各投资组合均严格按照法律、法规和公司制度执行投资交易，本报

告期内未发生异常交易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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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2 异常交易行为的专项说明 

本报告期内，本基金未发现异常交易行为。 

本报告期内，基金管理人未发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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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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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宏观经济分析 

二季度，主要经济体经济态势出现一些积极变化，各国货币政策也发生细微调整。

美国就业市场持续改善，通胀压力依然温和，美联储推迟加息，但仍维持逐步回归货币

政策正常化轨道方向。欧洲经济重新恢复增长，通缩风险降低，欧央行继续宽松政策，

但并未加码力度。欧美与俄罗斯就乌克兰关系略有缓和，但仍无和解。原油价格上半年

探底后于二季度有明显回升，但仍在较低水平徘徊。国内方面，房地产市场量价齐升，

但房地产投资增速放缓趋势未变；消费增长依然徘徊不前，出口增长乏力，总需求不旺，

宏观经济下行压力持续存在。受产能过剩、总需求不旺和国际大宗商品低位徘徊共同影

响，物价维持低位，工业品价格连续通缩。央行上半年连续降息降准，但金融系统信用

扩张动力减弱，1-5 月份新增社融总量仅为 6.9 万亿，大幅低于去年同期 8.5 万亿。 

从国外具体情况看，欧洲经济开始重现复苏迹象，通缩风险也逐步降低，欧元区通

胀由一季度-0.3%回升到 0.2%；制造业 PMI 由年初 50.2 左右逐步回升到 6 月的的 52.5

左右；失业率较年初有小幅下降，但仍维持在 11%以上。因此尽管有复苏迹象，但欧盟

内部分歧仍存，局部存在政局不稳风险，尤其是希腊面临退欧风险。在此背景下，欧央

行努力协调各方利益，坚持量宽政策，以刺激消费和物价。美国经济一季度表现不佳，

GDP 出现负增长，但二季度以来，各种领先指标及同步指标显示，美国经济仍在强劲的

复苏通道中，制造业 PMI 一直都处于较强的扩张区域，消费者信心维持高位，就业市场

持续改善，新增非农就业多数月份维持在 20 万以上，失业率由年初 5.6%降至 5.3%，物

价稳定，总体温和，GDP 年化增速预计 2.5%左右，实现了低通胀，较高增长的宏观局

面。美联储推迟了 6 月加息的预想，但仍未放弃下半年加息的努力，货币政策在正常化

通道中。乌克兰事件至今无解，随着停战，紧张局面有所缓解，但仍无法解开乌克兰危

机，欧盟与美国继续对俄罗斯进行经济制裁。原油价格二季度出现一波反弹，但仍属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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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修复式反弹，美元在二季度末出现小幅回调，均未对通胀预期产生重大影响，多数发

展中国家继续宽松货币政策。 

从国内具体情况看，上半年宏观经济延续微通缩周期，经济增速呈现托底式下滑。

二季度地产销售出现持续回暖，房价也出现企稳回升，但房地产投资仍在下滑，拖累固

定资产投资增长；基建投资 1-5 月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出现小幅下滑；制造业固定资产投

资也延续回落态势；固定资产投资 1-5 月份增速较去年底回落 4 个多百分点，拖累宏观

经济增长。1-5 月消费增速回落 1 个百分点，依旧维持较低水平徘徊。出口方面，由于

人民币对非美元货币被动升值，出口表现大幅不及预期，进出口双双负增长。由于内需

不足，货币信用扩张放缓，原油价格低位，工业品出厂价格持续回落，通缩压力加大；

居民通胀水平也呈现低位徘徊。在此背景下，稳定经济区间运行，以调结构、促改革释

放经济增长动力成为共识。货币政策方面，稳健货币政策的内涵发生较大变化，央行开

始连续降准降息，续作 MLF，并积极窗口指导信贷等，综合运用多种方法降低社会融资

成本，提高商业银行信用扩张积极性。财政政策方面，受制于财政赤字规模约束和财政

收入增速放缓、财政部关于地方政府债务约束、土地出让金及融资平台融资困难等共同

影响，地方政府通过财政刺激经济增长的空间受到极大的限制。下半年，预计宏观调控

思路仍将以稳增长、调结构为主，财政刺激预计会加码，货币宽松力度将有所放缓，经

济也有望出现企稳。 

2. 市场回顾 

二季度债券市场整体表现较好。二季度经济下滑趋势放缓，房价企稳回升，央行继

续保持稳健货币政策，回购利率大幅下行，收益率曲线明显陡峭化下行，长端收益率低

位徘徊。整体来看，二季度中债总全价指数上涨 1.34%，中债银行间国债全价指数上涨

1.23%，中债企业债总全价指数上涨 0.84%，二季度国债、金融债和信用债收益率均陡

峭化下行。具体来看，10 年国债收益率从季初的 3.64%回落到季末的 3.59%，10 年国开

债从季初的 4.24%回落至季末的 4.09%。货币市场方面，银行间 7 天回购加权平均利率

均值在 2.42%，1 天回购加权平均利率均值在 1.52%，分别比季下降了 188 和 155 个 bp。 

3. 运行分析 

二季度债券市场表现较好。我们认为按季度稳增长政策会继续出台，宏观经济有望

筑底企稳，地方债券陆续发行，PPI 跌幅逐步收窄，货币政策维持中性，资金面维持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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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偏松局面概率较大。策略上，我们保持合适的久期和杠杆比例，积极参与波段投资机

会，优化配置结构，重点配置中短期限、中高评级信用债，合理分配类属资产比例。 

4.4.2 报告期内基金的业绩表现 

中银货币 A 基金 2015 年二季度净值收益率为 0.8765%，高于业绩比较基准 79bp。 

中银货币 B 基金 2015 年二季度净值收益率为 0.9371%，高于业绩比较基准 85bp。 

4.5 管理人对宏观经济、证券市场及行业走势的简要展望 

展望未来，全球经济将延续弱复苏与低通胀的格局，也将延续相对宽松的货币政策。

具体来看，美国经济内生增长动力依然较强，制造业 PMI 指数连续 31 个月维持于 50

之上的扩张区间；就业市场持续改善，失业率已稳步降至 5.3%。通胀维持较低水平，美

联储在年内加息是大概率事件，但加息的幅度与速度或较为有限。欧洲方面，通缩风险

仍未消除，低油价和低汇率将有助于欧元区经济企稳复苏，但如何平衡各加盟国之间的

利益，将是欧洲最大的风险。 

国内方面，经济有望逐步寻底企稳，通胀在低位水平回升是大概率事件。具体来看，

经济下行速度有所放缓，但下行压力仍未消退。汇丰制造业 PMI 与官方制造业 PMI 已

连续企稳 3 个月，但回升乏力。基建投资及投资资金来源增速维持极低水平，预示投资

增速仍有下滑压力。通胀方面，实体经济需求疲弱的情况下，通胀整体处于偏低水平，

但下半年油价同比增速在低基数效应影响下面临较为确定的回升压力，猪周期也已温和

启动，预计通胀或在下半年持续温和回升。在此情况下，预计货币政策整体维持中性偏

松的操作基调，并将加大财政支出与信用扩张的力度，以支撑经济增速逐步企稳。 

三季度债券市场机会主要存在于：1、宏观经济托底式下滑，积极财政政策扩张空

间有限，实体经济下行压力贯穿全年，央行货币政策将被迫逐步宽松，引导利率水平维

持低位；2、稳健货币政策倾向于松紧适度，保持适度宽松流动性，刺激信用扩张；3、

权益市场波动加大，避险情绪或将进一步推升固定收益类产品投资价值。风险来自于：

1、政府三季度稳增长刺激力度大于预期，例如通过房地产政策放松或大规模基建投资

等方式推动经济短期内快速反弹；2、地方政府债务置换源源不断，供给压力过大；3、

经济面临硬着陆风险，大面积债务违约发生，伴随流动性陷阱出现，信用债遭受评级下

调、利率债遭受流动性打压等极端情况出现。但以上风险事件短期内出现的概率并不高。 

综合上述分析，我们对三季度债券市场走势判断谨慎乐观，一方面回购利率将在较



中银货币市场证券投资基金 2015 年第 2 季度报告 

第 11 页共 16 页 

长时间内维持较低水平，另一方面，宏观经济下行压力依然较大，各种无风险利率逐步

下行。我们将坚持从自上而下的角度预判市场走势，并从自下而上的角度严防信用风险，

重点配置中高等级信用债，中短久期利率债，谨慎对待中低评级信用债，维持适度杠杆

和中性久期。 

作为基金管理者，我们将一如既往地依靠团队的努力和智慧，为投资人创造应有的

回报。 

4.6报告期内基金持有人数或基金资产净值预警说明 

本基金在报告期内未出现连续二十个工作日基金份额持有人数量不满二百人或者

基金资产净值低于五千万元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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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固定收益投资 19,672,937,610.88 22.11 

 其中：债券 19,672,937,610.88 22.11 

 资产支持证券 - - 

2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22,038,361,403.11 24.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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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634,677,731.17 52.42 

4 其他资产 616,424,352.48 0.69 

5 合计 88,962,401,097.64 100.00 

5.2 报告期债券回购融资情况 

序号 项目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 

1 

报告期内债券回购融资余额 3.36 

其中：买断式回购融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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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 金额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 

2 
报告期末债券回购融资余额 3,774,596,992.70 4.44 

其中：买断式回购融资 - - 

注：报告期内债券回购融资余额占基金资产净值的比例为报告期内每个交易日融资余额

占资产净值比例的简单平均值。 

债券正回购的资金余额超过基金资产净值的20％的说明 

在本报告期内本货币市场基金债券正回购的资金余额未超过资产净值的20％。 

5.3 基金投资组合平均剩余期限 

5.3.1 投资组合平均剩余期限基本情况 

项目 天数 

报告期末投资组合平均剩余期限 50 

报告期内投资组合平均剩余期限最高值 74 

报告期内投资组合平均剩余期限最低值 46 

报告期内投资组合平均剩余期限超过 180 天情况说明 

本报告期内本货币市场基金投资组合平均剩余期限未超过180天。 

5.3.2 报告期末投资组合平均剩余期限分布比例 

序号 平均剩余期限 
各期限资产占基金资

产净值的比例（%） 

各期限负债占基金资

产净值的比例（％） 

1 30天以内 60.38 4.44 

 
其中：剩余存续期超过397天的

浮动利率债 
- - 

2 30天（含）—60天 14.13 - 

 
其中：剩余存续期超过397天的

浮动利率债 
- - 

3 60天（含）—90天 14.11 - 

 其中：剩余存续期超过397天的 0.1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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浮动利率债 

4 90天（含）—180天 8.20 - 

 
其中：剩余存续期超过397天的

浮动利率债 
0.18 - 

5 180天（含）—397天（含） 7.18 - 

 
其中：剩余存续期超过397天的

浮动利率债 
- - 

合计 104.00 4.44 

5.4 报告期末按债券品种分类的债券投资组合 

序号 债券品种 摊余成本（元）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 

1 国家债券 100,188,880.74 0.12 

2 央行票据 - - 

3 金融债券 4,783,058,623.05 5.63 

 其中：政策性金融债 4,783,058,623.05 5.63 

4 企业债券 - - 

5 企业短期融资券 14,789,690,107.09 17.41 

6 中期票据 - - 

7 其他 - - 

8 合计 19,672,937,610.88 23.16 

9 
剩余存续期超过 397 天的浮

动利率债券 
251,213,033.42 0.30 

5.5 报告期末按摊余成本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名的前十名债券投资明细 

序号 债券代码 债券名称 债券数量(张) 摊余成本（元） 
占基金资产净值

比例（％） 

1 140357 14 进出 57 6,500,000 650,288,433.83 0.77 

2 150413 15 农发 13 6,500,000 649,346,447.44 0.76 

3 110221 11 国开 21 5,900,000 591,432,505.80 0.70 



中银货币市场证券投资基金 2015 年第 2 季度报告 

第 14 页共 16 页 

4 140230 14 国开 30 4,500,000 452,687,857.94 0.53 

5 071503005 
15 中信
CP005 

4,500,000 450,024,112.24 0.53 

6 110402 11 农发 02 4,400,000 441,696,505.30 0.52 

7 071503004 
15 中信
CP004 

4,300,000 430,076,957.17 0.51 

8 011599249 
15 中油股
SCP003 

3,900,000 389,931,203.52 0.46 

9 011510002 
15 中电投
SCP002 

3,700,000 370,631,453.62 0.44 

10 011537005 
15 中建材
SCP005 

3,700,000 370,107,080.85 0.44 

5.6“影子定价”与“摊余成本法”确定的基金资产净值的偏离 

项目 偏离情况 

报告期内偏离度的绝对值在0.25(含)-0.5%间的次数 0 次 

报告期内偏离度的最高值 0.2136% 

报告期内偏离度的最低值 0.0463% 

报告期内每个交易日偏离度的绝对值的简单平均值 0.1153% 

5.7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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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8投资组合报告附注 

5.8.1 基金计价方法说明 

本基金估值采用摊余成本法计价，即估值对象以买入成本列示，按票面利率或商定

利率每日计提应收利息，并按实际利率法在其剩余期限内摊销其买入时的溢价或折价。 

本基金采用 1.00 元固定单位净值交易方式，自基金成立日起每日将实现的基金净收

益分配给基金持有人，并按月结转到投资人基金账户。 

5.8.2 本报告期内，本基金持有剩余期限小于 397 天但剩余存续期超过 397 天的浮动利率

债券的摊余成本均未超过当日基金资产净值的 20%。 

5.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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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8.4其他各项资产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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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名称 金额(元) 

1 存出保证金 - 

2 应收证券清算款 109,428,951.15 

3 应收利息 429,017,072.15 

4 应收申购款 77,978,329.18 

5 其他应收款 - 

6 待摊费用 - 

7 其他 - 

8 合计 616,424,352.48 

5.8.5投资组合报告附注的其他文字描述部分 

由于计算中四舍五入的原因，本报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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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银货币A 中银货币B 

基金合同生效日基金份额总额 1,248,869,088.94 - 

本报告期期初基金份额总额 1,906,989,501.16 53,425,544,268.87 

本报告期基金总申购份额 3,628,402,311.86 103,031,817,142.96 

本报告期基金总赎回份额 4,401,115,838.82 72,635,004,554.69 

报告期期末基金份额总额 1,134,275,974.20 83,822,356,857.14 

§7 基金管理人运用固有资金投资本基金交易明细 

序号 交易方式 交易日期 交易份额（份） 交易金额（元） 适用费率 

1 申购 2015-05-19 130,000,000.00 130,000,000.00 0.00% 

2 赎回 2015-05-27 110,000,000.00 110,137,952.10 0.00% 

合计   240,000,000.00 240,137,95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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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影响投资者决策的其他重要信息 

为确保证券投资基金估值的合理性和公允性，根据《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估值

核算工作小组关于 2015 年 1 季度固定收益品种的估值处理标准》（以下简称“估值处理

标准”），经与相关托管银行、会计师事务所协商一致，自 2015 年 3 月 30 日起，本公司

对旗下证券投资基金持有的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或挂牌转让的

固定收益品种（估值处理标准另有规定的除外）的估值方法进行调整，采用第三方估值

机构提供的价格数据进行估值。于 2015 年 3 月 30 日，相关调整对前一估值日基金资产

净值的影响不超过 0.50%。 

§9  备查文件目录 

9.1 备查文件目录 

1、《中银货币市场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 

2、《中银货币市场证券投资基金基金招募说明书》 

3、《中银货币市场证券投资基金基金托管协议》 

4、中国证监会要求的其他文件 

9.2 存放地点 

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的住所，并登载于基金管理人网站 www.bocim.com。 

9.3 查阅方式 

投资者可以在开放时间内至基金管理人或基金托管人住所免费查阅，也可登陆基金管理

人网站 www.bocim.com 查阅。 

 

 

 

 

 

 

中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一五年七月二十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