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号 基金公司 基金代码 产品名称 类型

1 博时 050002 博时沪深300指数 指数型

2 博时 050011 博时信用债券A 债券型

3 博时 050014 博时创业成长混合 混合型

4 博时 050018 博时行业轮动混合 混合型

5 博时 050030
博时亚洲票息收益债券

（QDII）
QDII

6 博时 160505 博时主题行业混合(LOF) 混合型

7 博时 000219 博时裕益混合 混合型

8 博时 000936 博时产业新动力混合 混合型

9 大成 090002 大成债券A 债券型

10 大成 090007 大成策略回报股票 股票型

11 大成 090010 大成中证红利指数 指数型

12 大成 160910 大成创新成长混合 混合型

13 大成 519019 大成景阳领先股票 股票型

14 广发 003745 广发多元新兴股票 股票型

15 广发 270002 广发稳健增长混合 混合型

16 广发 270008 广发核心精选股票 混合型

17 广发 270042 广发纳斯达克100 QDII

18 广发 162711 广发中证500指数（LOF） 股票型

19 广发 005644 广发沪港深龙头混合 混合型

20 国泰 020001 国泰金鹰增长 股票型

21 国泰 020019 国泰双利债券A 债券型

22 国泰 020021 国泰上证180金融ETF联接 股票型

23 国泰 003593 国泰景气灵活配置 混合型

24 国泰 160213 国泰纳斯达克100 QDII

25 国泰 160215 国泰价值经典 股票型

26 国泰 001576 国泰智能装备股票 股票型

27 国泰 005819 国泰优势行业混合 混合型

28 海富 519005 海富通股票 股票型

29 海富 519011 海富通精选混合 混合型

30 海富 519602 海富通大中华 混合型

31 海富 519030 海富通稳固收益债券 债券型

32 海富 162307 海富通中证100指数（LOF） 股票型

33 华安 004263 华安沪港深机会灵活混合 混合型

34 华安 040002 华安中国A股增强指数 股票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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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华安 040008 华安策略优选股票 股票型

36 华安 040009 华安稳定收益债券A 债券型

37 华安 040025 华安科技动力 股票型

38 华安 040045 华安添鑫中短债 债券型

39 华安 001071 华安媒体互联网混合 混合型

40 华安 005521 华安红利精选混合 股票型

41 华商 630011 华商主题精选 混合型

42 华商 005273 华商可转债A 债券型

43 华商 005161 华商上游产业 股票型

44 华商 002289 华商改革创新 股票型

45 华夏 000011 华夏大盘精选混合 混合型

46 华夏 000051 华夏沪深300指数 股票型

47 华夏 002001 华夏回报混合 混合型

48 华夏 001927 华夏消费升级混合A 混合型

49 华夏 005886 华夏鼎沛债券A 债券型

50 汇添富 000083 汇添富消费行业 股票型

51 汇添富 000173 汇添富美丽30 股票型

52 汇添富 000248 汇添富中证消费ETF 股票型

53 汇添富 000368 添富安中指数 股票型

54 汇添富 000696 汇添富环保行业股票 股票型

55 汇添富 000697 汇添富移动互联股票 股票型

56 汇添富 000925 汇添富外延增长股票 股票型

57 汇添富 001050 添富成长多因子股票 股票型

58 汇添富 001417 汇添富医疗服务混合 混合型

59 汇添富 001490 汇添富国企创新股票 股票型

60 汇添富 001541 汇添富民营新动力股票 股票型

61 汇添富 001685 汇添富沪港深新价值 股票型

62 汇添富 001725 添富高端制造 股票型

63 汇添富 001726 汇添富新兴消费 股票型

64 汇添富 002419 添富盈安保本混合 混合型

65 汇添富 002420 添富盈鑫保本混合 混合型

66 汇添富 002959 添富盈稳保本混合 混合型

67 汇添富 003194 中证上海国企ETF联接 股票型

68 汇添富 004774 汇添富添福吉祥 混合型

69 汇添富 005228 添富港股通专注成长 混合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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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 汇添富 470007 添富上证 股票型

71 汇添富 470008 添富策略 股票型

72 汇添富 470028 添富责任 股票型

73 汇添富 470068 添富深300 股票型

74 汇添富 470098 添富逆向投资 股票型

75 嘉实 070009 嘉实超短债债券 债券型

76 嘉实 070019 嘉实价值优势股票 股票型

77 嘉实 070020 嘉实稳固收益债券 债券型

78 嘉实 070099 嘉实优质企业股票 股票型

79 嘉实 160706 嘉实沪深300指数（LOF） 股票型

80 嘉实 160716 嘉实基本面50指数（LOF） 股票型

81 嘉实 160719 嘉实黄金（QDII-FOF-LOF） QDII

82 景顺 260101 景顺长城优选股票 混合型

83 景顺 260108 景顺长城新兴成长股票 混合型

84 景顺 260112 景顺长城能源基建股票 混合型

85 景顺 260116 景顺长城核心竞争力 混合型

86 景顺 162605 景顺长城鼎益 混合型

87 南方 202003 南方绩优成长股票 混合型

88 南方 202005 南方成份精选股票 混合型

89 南方 202023 南方优选成长 混合型

90 南方 202101 南方宝元债券 债券型

91 南方 202103 南方多利债券A 债券型

92 南方 202801 南方全球精选配置(QDII-FOF) QDII

93 南方 160119 南方中证500指数 股票型

94 南方 002851 南方品质混合 混合型

95 鹏华 206003 鹏华信用增利（A类) 债券型

96 鹏华 206007 鹏华消费优选 股票型

97 鹏华 206009 鹏华新兴产业 股票型

98 鹏华 160602 鹏华普天债券A 债券型

99 鹏华 160607 鹏华价值优势股票(LOF) 股票型

100 鹏华 160615 鹏华沪深300指数(LOF) 指数型

101 鹏华 160616 鹏华中证500指数（LOF） 指数型

102 招商 217018 招商安瑞进取 债券型

103 招商 217002 招商安泰平衡 混合型

104 招商 217024 招商安盈保本 混合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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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 招商 217021 招商优势企业灵活配置 混合型

106 招商 005761 招商MSCI指数A 股票型

107 中邮 590006 中邮中小盘 混合型

108 中邮 590008 中邮战略新兴产业 股票型

109 万家 519188 万家信用恒利A类 债券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