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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重要提示 

 

基金管理人的董事会及董事保证本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基金托管人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根据本基金合同规定，于2017年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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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1月1日起至3月31日止。 

 

§2  基金产品概况 

 

基金简称 财通财通宝货币 

场内简称 - 

基金主代码 002957 

交易代码 - 

基金运作方式 契约型、开放式 

基金合同生效日 2016年07月27日 

报告期末基金份额总额 5,588,292,696.09份 

投资目标 
在严格控制风险和保持资产流动性的前提下，

力争实现超越业绩比较基准的投资回报。 

投资策略 

本基金将综合宏观经济运行状况，货币政策、

财政政策等政府宏观经济状况及政策，分析资

本市场资金供给状况的变动趋势，预测市场利

率水平变动趋势。在此基础上，综合各类投资

品种的流动性、收益性以及信用风险状况，力

求在满足安全性、流动性需要的基础上实现更

高的收益率。 

业绩比较基准 人民币活期存款利率（税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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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收益特征 

本基金为货币市场证券投资基金，是证券投资

基金中的低风险品种。本基金的预期风险和预

期收益低于股票型基金、混合型基金、债券型

基金。 

基金管理人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下属分级基金的基金简称 财通财通宝货币A 财通财通宝货币B 

下属分级基金的场内简称 - - 

下属分级基金的交易代码 002957 002958 

报告期末下属分级基金的份额总额 251,238,574.03份 5,337,054,122.0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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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01月01日-2017年03月31日） 

财通财通宝货币A 财通财通宝货币B 

1.本期已实现收益 2,062,327.56 30,664,381.34 

2.本期利润 2,062,327.56 30,664,381.34 

3.期末基金资产净值 251,238,574.03 5,337,054,122.06 

注：(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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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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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通财通宝货币A 

阶段 
净值收

益率① 

净值收

益率标

准差② 

业绩比

较基准

收益率

业绩比较基

准收益率标

准差④ 

①-③ ②-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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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过去三个月 
0.6966

% 

0.0016

% 

0.0875

% 
0.0000% 

0.6091

% 

0.0016

% 

注：(1)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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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本基金的业绩比较基准为：人民币活期存款利率（税后）； 

(3)本基金收益分配是按日结转份额。 

2、财通财通宝货币B 

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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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7565

% 

0.0016

% 

0.0875

% 
0.0000% 

0.6690

% 

0.0016

% 

注：(1)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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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本基金的业绩比较基准为：人民币活期存款利率（税后）； 

(3)本基金收益分配是按日结转份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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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财通财通宝货币A 

份额累计净值收益率与业绩比较基准收益率历史走势对比图 

（2016年07月27日-2017年03月31日） 

财通财通宝货币A 业绩比较基准

2016-07-27 2016-08-31 2016-10-05 2016-11-09 2016-12-15 2017-01-19 2017-02-23 2017-03-31

1.6%

1.4%

1.2%

1%

0.8%

0.6%

0.4%

0.2%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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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本基金合同生效日为2016年7月27日，基金合同生效起点至披露时点不满一年；  

(2) 基金管理人应当自基金合同生效之日起6个月内使基金的投资组合比例符合基金合同的有关

约定，本基金建仓期是2016年7月27日至2017年1月17日，截至报告期末及建仓期末，基金的资

产配置符合基金契约的相关要求。 

财通财通宝货币B 

份额累计净值收益率与业绩比较基准收益率历史走势对比图 

（2016年07月27日-2017年03月31日） 

财通财通宝货币B 业绩比较基准

2016-07-27 2016-08-31 2016-10-05 2016-11-09 2016-12-15 2017-01-19 2017-02-23 2017-03-31

1.6%

1.4%

1.2%

1%

0.8%

0.6%

0.4%

0.2%

0%

 

注：(1)本基金合同生效日为2016年7月27日，基金合同生效起点至披露时点未满一年；  

(2) 基金管理人应当自基金合同生效之日起6个月内使基金的投资组合比例符合基金合同的有关

约定，本基金建仓期是2016年7月27日至2017年1月17日，截至报告期末及建仓期末，基金的资

产配置符合基金契约的相关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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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亦博 

本基金

的基金

经理 

2016年07月

27日 
－ 6年 

澳大利亚莫纳什大学风险

管理学硕士，特许金融分

析师（CFA)。历任德邦证

券有限责任公司研究所研

究员，东吴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资产管理总部债券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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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员、债券投资经理助理，

华宝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资

产管理部固定收益投资经

理。 2015年8月加入财通

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任财

通基金固定收益部基金经

理。 

注：(1)基金的首任基金经理，其"任职日期"为基金合同生效日，其"离职日期"为根据公司决议

确定的解聘日期； 

(2)非首任基金经理，其"任职日期"和"离任日期"分别指根据公司决议确定的聘任日期和解聘日

期；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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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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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证券

投资基金销售管理办法》、《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货币市场基金

监督管理办法》、基金合同和其他有关法律法规、监管部门的相关规定，依照诚实信用、

勤勉尽责、安全高效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在认真控制投资风险的基础上，为基

金份额持有人谋求最大利益，没有发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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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基金管理人以价值投资为理念，致力于建设合理的组织架构和科学的投资决策体

系，营造公平交易的执行环境。公司通过严格的内控制度和授权体系，确保投资、研究、

交易等各个环节的独立性。公司将投资管理职能和交易执行职能相隔离，实行集中交易，

并建立了公平的交易分配制度，确保在场内、场外各类交易中，各投资组合都享有公平

的交易执行机会。 

同时，公司逐步建立健全公司各投资组合均可参考的投资对象备选库和交易对手备

选库，在此平台上共享研究成果，并对各组合提供无倾向性支持；在公用备选库的基础

上，各投资组合经理根据不同投资组合的投资目标、投资风格、投资范围和关联交易限

制等，建立不同投资组合的投资对象备选库和交易对手备选库，进而根据投资授权构建

具体的投资组合。在确保投资组合间信息隔离、权限明晰的基础上，形成信息公开、资

源共享的公平投资管理环境。 

公司建立了专门的公平交易制度，并在交易系统中适当启用公平交易模块，保证公

平交易的严格执行。对异常交易的监控包括事前、事中和事后等环节，特殊情况会经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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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格的报告和审批程序，会定期针对旗下所有组合的交易记录进行了交易时机和价差的

专项统计分析，以排查异常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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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公平交易制度》的规定，未发现组合间存在违背公平交

易原则的行为或异常交易行为。 

4.3.2 异常交易行为的专项说明 

本公司原则上禁止不同投资组合之间（完全按照有关指数的构成比例进行证券投资

的投资组合及短期国债回购交易除外）或同一投资组合在同一交易日内进行反向交易。

如果因应对大额赎回等特殊情况需要进行反向交易的，则需经公司领导严格审批并留痕

备查。 

本投资组合为主动型开放式基金。本报告期内，本投资组合与本公司管理的其他主

动型投资组合未发生过同日反向交易（短期国债回购交易除外）的情况，也未发生影响

市场价格的临近日同向或反向交易。 

经过事前制度约束、事中严密监控，以及事后的统计排查，本报告期内各笔交易的

市场成交比例、成交均价等交易结果数据表明，本期基金运作未对市场产生有违公允性

的影响，亦未发现本基金存在异常交易行为。 

 

4.4 报告期内基金的投资策略和运作分析 

本货币市场基金基于负债端相对稳定的特点，配置策略主要以存款和同业存单作为

底仓，提高组合的收益率；同时，以短期融资券作为交易性品种，提高组合的万份收益

和七日年化收益率。2017年年初债券市场继续大幅调整，本基金投资了较多的存款和回

购资产，平稳地应对了春节流动性波动和季末银行MPA考核的时点。目前整体的债券仓

位保持低位，拟择机适度增加仓位并拉长久期。 

 

4.5 报告期内基金的业绩表现 

截止到2017年3月31日，财通宝A的七日年化收益2.810%，每万份基金净收益0.5175

元，报告期内净值收益率0.6966%；财通宝B的七日年化收益3.060%，每万份基金净收

益0.5835元，报告期内净值收益率0.7565%。 

 

4.6 报告期内基金持有人数或基金资产净值预警说明 

报告期内，本基金未有连续20个工作日基金份额持有人数量不满200人或者基金资

产净值低于5000万元的情况出现。 

 

4.7 管理人对宏观经济、证券市场及行业走势的简要展望 

一季度银行MPA考核的流动性紧张度过之后，央行持续零投放，但流动性总体保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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宽松。预计二季度央行仍会保持流动性紧平衡，本基金仍会将适当比例的资产配置于同

业存款，获得底仓收益。鉴于一季度为经济数据的高点，预计二季度经济数据可能会略

有下行，本基金将择机增加短融资产的配置，以在交易中提高基金的万份收益和七日年

化收益率。 

 

§5  投资组合报告 

 

5.1 报告期末基金资产组合情况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序号 项目 金额 
占基金总资产的比

例（%） 

1 固定收益投资 2,457,823,578.79 43.96 

 其中：债券 2,457,823,578.79 43.96 

       资产支持证券 － － 

2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2,084,237,846.37 37.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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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26,826,337.10 18.37 

4 其他资产 21,565,291.54 0.39 

5 合计 5,590,453,053.80 100.00 

 

5.2 报告期债券回购融资情况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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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81 

 其中：买断式回购融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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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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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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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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7 

报告期内投资组合平均剩余期限最高值 86 

报告期内投资组合平均剩余期限最低值 56 

 

报告期内投资组合平均剩余期限超过120天情况说明 

根据本货币市场基金基金合同约定，本基金投资组合的平均剩余期限不得超过120天，

本报告期内本货币市场基金平均剩余期限未有超过120天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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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15 － 

 
其中：剩余存续期超过397天

的浮动利率债 
－ － 

2 30天(含)—60天 11.78 － 

 
其中：剩余存续期超过397天

的浮动利率债 
－ － 

3 60天(含)—90天 11.00 － 

 
其中：剩余存续期超过397天

的浮动利率债 
－ － 

4 90天(含)—120天 11.41 － 

 
其中：剩余存续期超过397天

的浮动利率债 
－ － 

5 120天(含)—397天（含） 12.95 － 

 
其中：剩余存续期超过397天

的浮动利率债 
－ － 

合计 99.2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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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报告期内投资组合平均剩余期限超过240天情况说明 

根据本货币市场基金基金合同约定，本基金投资组合的平均存续期不得超过240天，

本报告期内本货币市场基金平均存续期未有超过240天的情况。 

 

5.5 报告期末按债券品种分类的债券投资组合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序号 债券品种 摊余成本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 

（％） 

1 国家债券 24,907,987.42 0.45 

2 央行票据 － － 

3 金融债券 290,019,259.85 5.19 

 其中：政策性金融债 290,019,259.85 5.19 

4 企业债券 10,060,055.84 0.18 

5 企业短期融资券 964,802,087.12 17.26 

6 中期票据 － － 

7 同业存单 1,168,034,188.56 20.90 

8 其他 － － 

9 合计 2,457,823,578.79 43.98 

10 
剩余存续期超过397天的浮动

利率债券 
－ －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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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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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610364 16兴业CD364 1,500,000 148,265,467.50 2.65 

2 011698624 
16川能投

SCP001 
1,000,000 99,973,161.79 1.79 

3 111698305 
16长春农村商

业银行CD109 
1,000,000 98,372,022.83 1.76 

4 011698635 16河钢SCP004 900,000 89,979,800.33 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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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111692189 
16南充商行

CD010 
800,000 79,959,863.98 1.43 

6 011698382 
16杭金投

SCP003 
700,000 69,991,492.52 1.25 

7 011698364 16鲁信SCP003 700,000 69,990,337.73 1.25 

8 111698299 
16长春发展农

商行CD044 
700,000 69,930,368.42 1.25 

9 170203 17国开03 700,000 69,854,197.96 1.25 

10 150417 15农发17 600,000 60,202,481.17 1.08 

 

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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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偏离度的最高值 -0.0474% 

报告期内偏离度的最低值 -0.1519% 

报告期内每个工作日偏离度的绝对值的简单平均值 0.0733% 

 

报告期内负偏离度的绝对值达到0.25%情况说明 

本基金本报告期内负偏离度的绝对值未有达到0.25%的情况。 

 

报告期内正偏离度的绝对值达到0.5%情况说明 

本基金本报告期内正偏离度的绝对值未有达到0.5%的情况。 

 

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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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9 投资组合报告附注 

5.9.1 基金计价方法说明。 

本基金估值采用"摊余成本法"，即估值对象以买入成本列示，按照票面利率或协议利率

并考虑其买入时的溢价与折价，在剩余存续期内按实际利率法摊销，每日计提损益。本

基金不采用市场利率和上市交易的债券和票据的市价计算基金资产净值。 

为了避免采用"摊余成本法"计算的基金资产净值与按市场利率和交易市价计算的基金

资产净值发生重大偏离，从而对基金份额持有人的利益产生稀释和不公平的结果，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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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人于每一估值日，采用估值技术，对基金持有的估值对象进行重新评估，即"影子

定价"。当"影子定价"确定的基金资产净值与"摊余成本法"计算的基金资产净值的负偏离

度绝对值达到0.25%时，基金管理人应当在5个交易日内将负偏离度绝对值调整到0.25%

以内。当正偏离度绝对值达到0.5%时，基金管理人应当暂停接受申购并在5个交易日内

将正偏离度绝对值调整到0.5%以内。当负偏离度绝对值达到0.5%时，基金管理人应当使

用风险准备金或者固有资金弥补潜在资产损失，将负偏离度绝对值控制在0.5%以内。当

负偏离度绝对值连续两个交易日超过0.5%时，基金管理人应当采用公允价值估值方法对

持有投资组合的账面价值进行调整，或者采取暂停接受所有赎回申请并终止基金合同进

行财产清算等措施。 

如有确凿证据表明按上述方法进行估值不能客观反映其公允价值的，基金管理人可根据

具体情况与基金托管人商定后，按最能反映公允价值的价格估值。 

相关法律法规以及监管部门有强制规定的，从其规定。如有新增事项，按国家最新规定

估值。 

5.9.2 本报告期内基金投资的前十名证券的发行主体没有被监管部门立案调查或在报

告编制日前一年收到公开谴责、处罚的情形。 

5.9.3 其他资产构成 

单位：人民币元 

序号 名称 金额 

1 存出保证金 25,996.91 

2 应收证券清算款 － 

3 应收利息 21,539,294.63 

4 应收申购款  

5 其他应收款 － 

6 待摊费用 － 

7 其他 － 

8 合计 21,565,291.54 

5.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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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告中涉及比例计算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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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财通财通宝货币A 财通财通宝货币B 

报告期期初基金份额总额 336,504,088.87 3,933,068,225.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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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期基金总申购份额 330,973,100.54 8,031,258,031.76 

减：报告期基金总赎回份额 416,238,615.38 6,627,272,135.21 

报告期期末基金份额总额 251,238,574.03 5,337,054,122.06 

注：总申购份额含红利再投、转换入份额；总赎回份额含转换出份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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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年1月6日 150,000,000.00 150,000,000.00 － 

2 赎回 2017年2月27日 50,000,000.00 -50,000,000.00 － 

3 赎回 2017年2月16日 100,000,000.00 -100,000,000.00 － 

4 赎回 2017年2月13日 50,000,000.00 -50,000,000.00 － 

5 赎回 2017年2月15日 100,000,000.00 -100,000,000.00 － 

6 赎回 2017年3月20日 82,410,741.68 -82,410,741.68 － 

7 赎回 2017年3月17日 100,000,000.00 -100,000,000.00 － 

合计   632,410,741.68 -332,410,741.68  

注：本基金收益分配是按日结转份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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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本基金未有单一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比例达到或超过20%的情况发生。 

 

8.2 影响投资者决策的其他重要信息 

本报告期内，公司根据《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在《中国

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及管理人网站进行了如下信息披露： 

1、2017年01月10日披露了《北京首旅酒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

书》； 

2、2017年01月17日披露了《宁夏银星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3、2017年01月17日披露了《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旗下部分基金增加代销机

构并参加基金申购费率优惠活动的公告》；  

4、2017年01月18日披露了《杭州天目山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5、2017年01月21日披露了《财通财通宝货币市场基金2016年第4季度报告》； 

6、2017年01月24日披露了《财通财通宝货币市场基金暂停申购（转换转入、定期

定额投资）业务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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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017年01月26日披露了《杭州天目山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8、2017年02月14日披露了《杭州天目山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9、2017年02月22日披露了《关于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旗下部分基金增加代销机

构的公告》； 

10、2017年03月04日披露了《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旗下基金投资资产支持证

券的公告》； 

11、 2017年03月09日披露了《财通财通宝货币市场基金更新招募说明书（2017年

第1号）》及其摘要； 

12、2017年03月10日披露了《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旗下部分基金增加代销机

构并参加基金申购费率优惠活动的公告》； 

13、 2017年03月17日披露了《关于财通基金网站、网上交易、账户查询、专户查

询及微信相关业务暂停服务的公告》； 

14、2017年03月27日披露了《财通财通宝货币市场基金2016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15、2017年03月29日披露了《财通财通宝货币市场基金暂停申购（转换转入、定期

定额投资）业务的公告》； 

16、本报告期内，公司按照《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的规定每日公布基金份额净值和

基金份额累计净值。 

 

§9 备查文件目录 

9.1 备查文件目录 

1、中国证监会核准基金募集的文件； 

2、关于财通财通宝货币市场基金基金合同； 

3、关于财通财通宝货币市场基金基金托管协议； 

4、关于财通财通宝货币市场基金招募说明书； 

5、基金管理人业务资格批件、营业执照； 

6、基金托管人业务资格批件、营业执照； 

7、报告期内披露的各项公告。 

 

9.2 存放地点 

上海市浦东新区银城中路68号时代金融中心41楼。 

 

9.3 查阅方式 

投资者可到基金管理人、基金托管人的办公场所或基金管理人网站免费查阅备查文

件。在支付工本费后，投资者可在合理时间内取得备查文件的复制件或复印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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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者对本报告如有疑问，可咨询本管理人。 

咨询电话：400-820-9888 

公司网址：http://www.ctfund.com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一七年四月二十一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