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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万巴黎盛利强化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招募说明书（更新）摘要 

 

 

基金管理人：申万巴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中国工商银行 

 

【重要提示】 

●  本基金基金合同已于 2004 年 11 月 29 日生效。 

●  投资有风险，投资人申购基金时应认真阅读招募说明书。 

●  基金的过往业绩并不预示其未来的表现。 

●  本摘要根据本基金之基金合同和基金招募说明书编写，并经中国证监会核准。基金合同

是约定基金当事人之间权利、义务的法律文件。基金投资人自依基金合同取得基金份额，

即成为基金份额持有人和本基金基金合同的当事人，其持有基金份额的行为本身即表明

其对基金合同的承认和接受，并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证券投资基

金运作管理办法》、基金合同及其他有关规定享有权利、承担义务。基金投资人欲了解基

金份额持有人的权利和义务，应详细查阅基金合同。 

●  本招募说明书(更新)所载内容截止日为 2005 年 5 月 31 日，有关财务数据和净值表现截

止日为 2005 年 3 月 31 日（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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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基金管理人 

 

（一）基金管理人概况 

申万巴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 设立日期：2004年 1月 15日 

2、 注册地址：中国上海淮海中路 300号 40层 

3、 法定代表人：姜国芳 

4、 办公地址：中国上海淮海中路 300号 40层 

5、 办公电话：＋86 21 6335 3535 

6、 联系人：来肖贤 

7、 注册资本：人民币 1亿元 

8、 股本结构：申银万国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持有 67%的股权，法国巴黎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持有

33%的股权 

 

（二）主要人员情况 

（1） 董事会成员： 

姜国芳先生，董事长，男，1957年出生。高级经济师，工商管理硕士。1980年至 1984

年任职于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1984 年至 1992 年任职于中国工商银行上海市分

行组织处，1992 年至 1996 年任职于上海申银证券有限公司，董事副总经理、党委副

书记。1996 年至 2004 年 2 月任申银万国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执行副总裁，兼申银万国

（香港）有限公司董事长。 

唐熹明先生，副董事长兼总裁，1956 年出生。毕业于伦敦大学。1977 年至 1988 年任

职于美国花旗银行，1988 年至 1992 年先后出任东京花旗信托银行总经理和东京JP摩

根信托银行副总裁，1992年至 1995年出任标准渣打银行董事。1995年至 2004年 2月

任法国巴黎资产管理公司亚太区市场推广总监。 

黄晓蔚先生，董事，男，1956 年出生。注册会计师和高级会计师，硕士。1987 年至

1991年任中国人民银行总行所属上海金融高等专科学校教务处副处长，1991年至 1992

年任职于毕马威国际会计公司（KPMG）香港办事处，1992年至 1994年任职于毕马威

5 - 2 



申万巴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盛利强化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摘要 

国际会计公司（KPMG）上海办事处，1994年至 1996年出任上海万国证券公司财务总

监，1996年至今任申银万国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 

陆文清先生，董事，男，1958 年出生。高级经济师，硕士。1981 年至 1983 年任职于

中国工商银行上海分行，1983 年至 1986 年任职于中国驻加蓬大使馆经参处。1986年

至 1990年任职于中国工商银行上海信托投资公司，1990年至 1996年任上海申银证券

公司总裁助理兼国际业务总部总经理，1996年至今任职于申银万国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现任总裁助理兼国际业务总部总经理。 

Francois Petit-Jean先生，董事，1962 年出生。巴黎政治学院经济与大众科学硕士；现

任法国巴黎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新兴市场部负责人、战略发展部负责人；曾任法国巴黎

银行资产管理服务部门发展部负责人，法国巴黎银行Banexi公司投资银行执行副总裁，

法国农业银行投资银行副总裁。 

毛应樑先生，独立董事，1937 年出生。1961 年至 1985 年任职于中国人民银行，曾任

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副行长。1985 年至 1991 年任中国工商银行上海分行行长、党

委副书记、书记，1991年至 1999年任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行长、党组书记。1999

年至 2003年任上海证券交易所理事会理事长、顾问。 

蔡克刚先生，独立董事，1951 年出生，法学硕士。1974 年至 1976 年任职于英国伦敦

艾理士活特律师行，1976 年至 1999 年任香港胡百全律师事务所助理律师、合伙人。

1999年至今任蔡克刚律师事务所首席合伙人。 

袁恩桢先生，独立董事，1938年出生。曾任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室主任、所长，

现任上海市经济学会会长、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顾问。 

赵霄洛先生，独立董事，1950年出生。曾任职于司法部香港中国法律服务有限公司、

香港何耀棣律师事务所、康达律师事务所。现任北京众鑫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主任、

律师。 

（2） 监事会成员： 

刘鸿儒先生，监事，1930年出生。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

1959年在莫斯科大学经济系研究生毕业，获副博士学位，回国后，先后任中国人民银

行的处长、局长、农业银行副行长、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

副主任、中国证监会首任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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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骐先生，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经济学硕士；现任法国巴黎资产管理公司亚太区董

事总经理；曾任巴黎巴银行集团资产管理及私人银行集团亚太区董事总经理、渣打银

行资产管理及信托服务董事；曾任职花旗银行，历经该银行各业务部门工作，包括：

金融机构部，资本市场部和资产管理部。持有香港证监会颁发之投资顾问、交易员顾

问、商品交易顾问牌照。 

来肖贤先生，监事（简历请参见下述关于督察长的介绍）。 

（3） 督察长： 

来肖贤先生，督察长，1969 年出生，经济学硕士；现任申万巴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监

事会监事；曾任本公司监察稽核总部副总经理；在本公司任职之前，曾任申银万国证

券股份有限公司国际业务总部投资分析师、部门副经理。 

（4） 高级管理人员 

唐熹明先生，总裁（简历请参见上述关于董事的介绍）。 

过振华先生，副总裁，1964 年出生，工商管理硕士。1983 年至 1990 年任职于中国工

商银行上海分行，1990 年至 1993 年任上海申银证券公司国际业务部经理。1997 年至

1999 年任申万泛达投资管理（亚洲）有限公司联席总裁，1999 年至 2004 年 2 月任申

银万国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国际业务总部副总经理。2004 年 3 月至 2005 年 2 月任申万

巴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督察长。 

（5） 基金经理 

徐荔蓉先生，基金经理，1972年出生。经济学硕士。历任中国技术进出口总公司金融

部副总经理；融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研究策划部副总监；基金通乾基金经理助理；融

通债券基金基金经理。自 1997年起开始从事证券市场投资工作，从事股票市场、债券

市场的投资，2001年起开始从事基金管理工作。  

（6） 投资决策委员会委员名单 

投资决策委员会由下述执行委员组成：投资总监、总裁、副总裁和基金经理。公司投

资总监担任投资决策委员会主席，公司总裁担任投资决策委员会召集人。 

公司董事长、督察长、监察稽核部经理和风险管理部经理作为非执行委员有权列席投

资决策委员会的任何会议。 

（7） 上述人员之间不存在近亲属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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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基金托管人 

 

名称：中国工商银行  

注册地址：北京市西城区复兴门内大街 55 号  

办公地址：北京市西城区复兴门内大街 55 号  

法定代表人：姜建清  

设立日期：1984 年 1 月 1日 

注册资本：1710.24 亿元人民币 

联系电话：（010）66106878 

联系人：庄为 

 

 

三、 相关服务机构 

（一）销售机构 

1、 申万巴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直销中心 

申万巴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中国上海淮海中路 300号 40层 

法定代表人：姜国芳 

电话：+86 21 63353535 

传真：+86 21 63353858 

联系人：王伟 

客户服务中心电话：+86 21 962299 

2、 销售代理人 

（1） 名称：中国工商银行 

法定代表人：姜建清 

注册地址：北京市西城区复兴门内大街 55号 

联系人：田耕 

电话：+86 10 66107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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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真：+86 10 66107914  

（2） 申银万国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上海市常熟路 171号 

法定代表人：王明权 

电话：+86 21 54033888 

联系人：黄维琳 

（3） 海通证券 

地址： 上海市淮海中路 98号 

法定代表人：王开国 

电话：＋86 21 53594566x4125 

联系人：金芸 

（4） 国泰君安证券 

注册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商城路 618号 

法定代表人：祝幼一 

电话：+86 21 62580818x213 

联系人： 芮敏祺 

（5）华夏证券 

注册地址： 北京市新中街 68号 

法定代表人： 黎晓宏 

电话：400－8888－108 

传真：+86 10 65182261 

联系人： 权唐 

（6） 招商证券 

注册地址：深圳市福田区益田路江苏大厦 A座 39—45层 

法定代表人：宫少林 

电话：＋86 755 82943141 

传真：＋86 755 82943237 

联系人：曾兴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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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银河证券 

注册地址：北京西城区金融大街 35号国际企业大厦 C座 

法定代表人：朱利 

电话：+86 10 66568587 

传真：+86 10 66568536 

联系人：郭京华 

（8） 广发证券 

注册地址：广东省珠海市吉大海滨路光大国际贸易中心 26楼 2611室 

法定代表人：王志伟 

电话：+86 20 87555888 

传真：+86 20 87557985 

联系人：肖中梅 

（9）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上海市浦东大道 720号 20楼 

法定代表人：王益民 

电话：+86 21 50367888 

传真：+86 21 50366868 

联系人：刘方 

 

（二）注册与过户登记人 

申万巴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上海淮海中路 300号，香港新世界大厦 40层 

法定代表人：姜国芳 

电话：+86 21 63353535 

传真：+86 21 63353858 

联系人：秦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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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律师事务所和经办律师 

律师事务所：通力律师事务所  

注册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浦东南路 528号，上海证券大厦南塔 21楼 

负责人：韩炯 

电话：+86 21 68818100 

传真：+86 21 68816880 

经办律师：韩炯、秦悦民 

 

（四）会计师事务所和经办注册会计师 

会计师事务所：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上海市延安东路 222号 30楼 

办公地址：上海市延安东路 222号 30楼 

法定代表人：郑树成 

电话：+86 21 63350202 

传真：+86 21 63350003 

联系人：陶坚 

经办注册会计师：周华、陶坚 

 

 

四、 基金的名称 

本基金的名称： 申万巴黎盛利强化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五、 基金的类型 

本基金的类型： 契约型开放式 

本基金的类别： 混合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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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基金的投资目标 

本基金为争取绝对收益概念的基金产品，其投资管理禀承本基金管理人的主动型投资管理模

式。 

本基金管理人以积极主动和深入的研究为基础结合先进的投资组合模型，通过灵活的动态资产

配置和组合保险策略，尽最大努力规避证券市场投资的系统性和波动性风险以尽可能保护投资本金

安全，并分享股市上涨带来的回报，实现最优化的风险调整后的投资收益为目标，但本基金管理人

并不对投资本金进行保本承诺。 

 

 

七、 基金的投资范围和投资对象 

根据法律法规的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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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固定收益证券以及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规定的其他证券品种和法律法规允许的金融工具。 

具体投资对象将根据公司研究成果以及流动性分析，以优质债券与央行票据和具有优秀成长性

和投资价值并具良好流动性的上市公司股票为主。 

在一级资产配置层面，本基金原则上可能的资产配置比例为：固定收益证券 55％－100％（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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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 0％－45％。因基金规模

或市场变化等因素导致投资组合不符合上述规定的，基金管理人应在合理的期限内调整基金的投资

组合，以符合上述限定。法律法规另有规定时，从其规定。 

 

 

八、 基金的投资策略 

本基金采用主动型投资管理模式，在积极主动和深入的宏观研究分析和判断的基础上，结合本

基金管理人自主开发的主动式资产配置模型进行一级资产配置，以配置基金总资产在股票、固定收

益证券的比例；参考选时模型判断市场走势而决定是否调整投资组合或进行融资以适当扩大固定收

益证券的投资规模以争取更好的收益，但以不超过基金资产净值的 25％为限；采用基于投资组合保

险策略开发的资产再平衡模型，控制整体投资组合的可能损失。 

股票投资采用“行业配置”与“个股选择”双线并行的投资策略，由主动式行业矩阵模型确定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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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个股选择采取“自下而上”的选股过程，投资具有良好流动性的高成长性股票争取当期收益；

固定收益证券投资使用利率预期策略、收益率曲线策略和久期策略进行组合管理。 

本基金为追求绝对收益，以战胜一年期定期存款利率为投资目标的基金产品。因此，本基金的

投资操作应以争取正的投资收益为首要目标；一年期定期存款利率是一个相对稳定的基准，在有效

控制基金跟踪误差的大前提下，基金的收益风险特征将会呈现一个长期稳健增长的态势。由此，在

本基金运作过程中，风险控制乃为实现投资目标之关键所在，基金管理人应在控制风险最小的前提

下追求收益。 

此外，将本基金定位为追求绝对收益的产品的目的，是让基金管理人对资产配置有更大的主动

权和灵活性。在投资的过程中，基金管理人必须严格遵循风险管理的限制，系统化地管理对各类资

产的投资，特别是控制风险资产的投资进程。基金管理人将相对较大部分的基金资产投资于固定收

益类证券，以获取相对稳定的利息收益，然后在市场形势有利的时候，再逐步加大对相对高风险、

高收益的股票的投资比例，以提高基金的收益，并应在适当的时机实现股票的投资收益。相反，在

市场存在较大的下跌风险时，本基金可以全面回避风险资产的投资，而主要通过固定收益证券的投

资获取一定的收益。 

由于本基金将以基金年度为周期调整基准底线的风险控制水平并不间断地考察基金的投资绩

效，在每个投资周期内，通过对固定收益证券和股票投资比例的动态调整，争取到本基金能够在承

担较低风险的基础上获取高于银行存款利率的收益。 

以数量化模型为基础的资产配置策略和严格的风险控制是本基金争取绝对收益的重要工具。灵

活的主动式资产配置模型（AAAM）和选时模型（MTM）的合理应用是本基金提高收益的关键；而

以投资组合保险技术和 VAR值跟踪为基础的资产再平衡模型则是降低风险的关键。 

 

九、 基金的业绩基准 

本基金定位于一个以绝对报酬率评估投资业绩的混合型基金，以争取超越同期银行一年期存款

利率的收益为目标。 

 

十、 投资程序 

本基金管理人的投资决策程序基本包括：投资决策委员会决策、投资总监决策、构建备选池、

研究选股及确认资产配置、建立投资组合、风险评估、信息反馈七个步骤。在本基金的投资管理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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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中，这七个步骤的决策内容分配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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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投资决策程序 

 步骤名称 主  要  内  容 负责人/部门 

1 投资决策委员

会决策 

投资决策委员会是公司的最高投资决策层。对

投资总监提交的投资策略和资产配置进行讨

论，做出判断并形成决策报告，交由投资总监

组织执行。 

投资决策委员会

2 投资总监决策 投资总监根据基金经理和分析师的研究结果和

建议，结合主动式资产配置模型提示的资产配

置方案，拟定资产配置方案提交投资决策委员

会批准，并负责贯彻执行已经形成决议的资产

配置方案，同时负责在其授权范围内决定资产

配置的调整。 

投资总监 

3 构建备选池 金融工程师负责建立股票池和固定收益证券备

选池，以此作为深入研究的基础；就具体的投

资工具和方法提出建议，与基金经理和分析师

讨论如何完善量化模型。 

金融工程师 

4 研究个股和个

券选择及确认

资产配置 

股票分析师根据投资总监下达的任务进行独立

的研究工作，包括公司调研，建立财务模型及

撰写投资报告等；固定收益分析师对宏观经济

和利率变化趋势进行研究并撰写固定收益证券

的投资建议报告。研究结果经投资会议讨论后

达成结论，必要时做出修改并备案。 

 
分析师 

5 建立投资组合 基金经理根据投资总监下达的资产配置指令和

投资会议作出的结论构建投资组合。在构建投

资组合的过程中，基金经理必须严格遵守基金

合同的投资限制及其他要求，同时其对组合调

整的幅度必须在被授权的范围内进行。 

基金经理 
 

6 风险评估 风险管理委员会、监察稽核部和风险管理部执

行监督、检查和风险评估等功能，并依风险评

估结果建议投资部门调整投资组合以达到兼顾

投资报酬及承受风险的最佳平衡点。 

风险管理委员会

监察稽核部 

风险管理部 

7 信息反馈 基金经理与分析师根据有系统的公司调研、产

业分析及宏观政策分析和风险管理部门不间断

的绩效评估，适时反映最新信息并做出投资组

合的及时调整，并向投资总监提交一级资产配

置的调整建议。 

基金经理 

分析师 

风险管理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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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 基金投资组合报告 

本投资组合报告所载数据截止日为 2005年 3月 31日，本报告中所列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1、期末基金资产组合：  

 

    市 值（元） 占总资产比例 

股票   78,270,705.89  15.84% 

债券   283,633,000.00  57.42% 

银行存款和清算备付金     55,168,716.47 11.17% 

其他资产      76,930,060.59  15.57% 

合    计  494,002,482.95 100.00% 

 

2、期末股票投资组合：  

 

序号 分     类      市 值（元） 占净值比例 

A 农、林、牧、渔业 - -

B 采掘业 - -

C 制造业 31,037,888.25 6.47%

C0 其中：食品、饮料 2,899,425.80 0.60%

C1 纺织、服装、皮毛 - -

C2 木材、家具 - -

C3 造纸、印刷 - -

C4 石油、化学、塑胶、塑料 305,230.00 0.06%

C5 电子 - -

C6 金属、非金属 16,378,542.65 3.42%

C7 机械、设备、仪表 11,454,689.80 2.39%

C8 医药、生物制品 - -

C99 其他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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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电力、煤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 - -

E 建筑业 - -

F 交通运输、仓储业 3,880,915.61 0.81%

G 信息技术业 21,422,989.28 4.47%

H 批发和零售贸易 - -

I 金融、保险业 3,623,485.00 0.76%

J 房地产业 18,193,001.75 3.79%

K 社会服务业 - -

L 传播与文化产业 112,426.00 0.02%

M 综合类 - -

 合     计 78,270,705.89 16.32%

 

3、期末前十名股票明细： 

  

序号 股票代码 股票名称 数量   市 值（元） 占净值比例

1 000063 中兴通讯 716,009 21,422,989.28 4.47% 

2 600383 金地集团 1,858,325 18,193,001.75 3.79% 

3 600019 宝钢股份 2,654,545 16,378,542.65 3.42% 

4 600031 三一重工 736,636 11,454,689.80 2.39% 

5 600428 中远航运 269,321 3,880,915.61 0.81% 

6 600036 招商银行 418,900 3,623,485.00 0.76% 

7 600809 山西汾酒 499,901 2,899,425.80 0.60% 

8 600367   红星发展 46,600 305,230.00 0.06% 

9 600037 歌华有线 6,700 112,426.00 0.02% 

10 - - - - - 

 

4、期末债券投资组合： 

 

券种        市 值（元） 占净值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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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债券 96,490,000.00 20.12% 

金融债券 80,632,000.00 16.82% 

央行票据 106,511,000.00 22.21% 

合  计 283,633,000.00 59.15% 

 

5、期末前五名债券明细：  

 

序号 债券名称     市 值（元） 占净值比例 

1 05 央票 01 96,830,000.00 20.19% 

2 20 国债⑷ 96,490,000.00 20.12% 

3 03 国开 18 80,632,000.00 16.82% 

4 04 央票 102 9,681,000.00 2.02% 

5 - - - 

 

6、投资组合报告附注： 

（1） 本报告期内，基金投资的前十名证券的发行主体无被监管部门立案调查，或受到公

开谴责、处罚的。 

（2） 基金投资的前十名股票中，无投资于超出基金合同规定备选股票库之外的股票。 

（3） 其他资产的构成： 

 市 值（元） 

深交所交易保证金 250,000.00 

应收利息 3,200,060.59 

网下证券申购款 73,480,000.00 

合    计 76,930,060.59 

（4） 基金持有的处于转股期的可转换债券明细：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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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 基金的业绩 

本基金的过往业绩不代表未来表现。 

1. 净值增长率与业绩比较基准收益率比较：  

阶段 基金份额

净值增长

率① 

基金份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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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34% 0.11% 0.77% 0 -0.43% 0.11% 

注： 

上述基金业绩指标已扣除了基金的管理费、托管费和各项交易费用，但不包括持有人认购或交

易基金的各项费用（例如：申购费、赎回费等），计入认购或交易基金的各项费用后，实际收益水平

要低于所列数字。 

2. 自《基金合同》生效以来基金份额累计净值增长率与同期业绩比较基准的变动比较。 

申万巴黎盛利强化配置累计净值增长率与业绩比较基准收益率的历史走势对比 

-0.20%

0.00%

0.20%

0.40%

0.60%

0.80%

1.00%

盛利强化配置基金 一年定期存款利率

 

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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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自《基金合同》生效日（2004 年 11 月 29 日）至 2005 年 3 月 31 日，本基金运作时间未

满一年。 

2). 根据《基金合同》，在一级资产配置层面，本基金原则上可能的资产配置比例为：固定收

益证券 55％－100％（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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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 0

％－45％。 

3). 本基金的上述业绩表现数据已经过基金托管人的复核。 

 

 

十三、 基金的费用与税收 

 

（一）与基金运作有关的费用 

1、 与基金运作有关的费用的种类： 

（1） 基金管理人的管理费； 

（2） 基金托管人的托管费； 

（3） 投资交易费用； 

（4） 基金信息披露费用； 

（5） 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费用； 

（6） 《基金合同》生效后与基金相关的会计师费和律师费； 

（7） 基金销售服务费，具体计提办法按中国证监会的具体规定执行； 

（8） 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可以列入的其他费用。 

2、 基金管理人的管理费计提方法、计提标准和支付方式 

基金管理费按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的 1.2%年费率计提。计算方法如下： 

H ＝ E ×1.2％ ÷ 当年天数 

H 为每日应计提的基金管理费 

E 为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 

基金管理费每日计提，逐日累计至每个月月末，按月支付。由基金管理人向基金托管人发

送基金管理费划付指令，基金托管人复核后于次月前两个工作日内从基金资产中一次性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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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给基金管理人，若遇法定节假日、休息日等，支付日期顺延。 

 

3、 基金托管人的托管费计提方法、计提标准和支付方式 

基金托管费按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的 0.25%年费率计提。计算方法如下： 

H = E × 0.25% ÷ 当年天数，其中： 

H 为每日应计提的基金托管费 

E 为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 

基金托管费每日计提，逐日累计至每个月月末，按月支付。由基金管理人向基金托管人发

送基金托管费划付指令，基金托管人复核后于次月前两个工作日内从基金资产中一次性支

付给基金托管人，若遇法定节假日、休息日等，支付日期顺延。 

 

（二）与基金销售有关的费用 

1、 申购费用 

本基金申购费用在申购时收取并由申购人承担， 

基金管理人有权规定投资者在赎回基金份额时收取该部分基金份额的申购费用，具体办理

规则和费率由基金管理人届时在公告或更新的招募说明书中明确后执行。 

申购费率为最高不超过 1.5%，按申购金额分段设定如下： 

申购金额（元） 申购费率 
100万以下 1.5% 
100万（含）-500万 1.2% 
500万（含）-1,000万 0.75% 
1,000万（含）-2,000万 0.3% 
2,000万（含）以上 每笔 2000元 

   

2、 赎回费用 

赎回费率为最高不超过 0.5%，按持有时间分段设定如下： 

持有时间 赎回费率 
1年以下 0.5% 
1年（含 1年）至 2年 0.25% 
2年以上（含 2年）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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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费率调整 

基金管理人可以在《基金合同》规定的范围内调整申购费率和赎回费率，调整后的申购

费率和赎回费率在最新的招募说明书中列示。基金管理人调低费率需经相关部门批准之后，

酌情调整。上述费率如发生变更，基金管理人最迟应于新的费率实施前 3 个工作日在至少一

种中国证监会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公告。本基金的赎回费在投资者赎回基金份额时收取，扣

除赎回手续费后的余额归基金资产，赎回费归基金资产的部分为赎回费的 25%。 

 

（三）不列入基金费用的项目 

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因未履行或未完全履行义务导致的费用支出或基金资产的损失，以及

处理与基金运作无关的事项发生的费用等不列入基金费用。《基金合同》生效前的相关费用，包括但

不限于验资费、会计师和律师费、信息披露费用等不列入基金费用。 

 

（四）费用调整 

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可磋商酌情调低基金管理费和基金托管费，此项调整不需要基金份额

持有人大会决议通过。 

 

（五）基金的税收 

本基金运作过程中涉及的各纳税主体，其纳税义务按国家税收的有关法律法规执行。 

 

 

十四、对招募说明书本次更新部分的说明 
本招募说明书（更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

《证券投资基金销售管理办法》、《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及其它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

并根据基金管理人在《基金合同》生效后对本基金实施的投资经营活动进行了内容补充和更新，主

要更新的内容如下： 

1、重新编制了“招募说明书（更新）摘要”部分； 

2、增加了“基金投资组合报告（截止 2005年 3月 31日）”和“基金的业绩（截至 2005年 3

月 31日）”两部分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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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删除了“基金的募集”、“基金合同生效”等与本基金首次募集有关的特定内容等相关部分； 

4、在“三、基金管理人”部分对本基金管理人的高级管理人员变化进行了更新，主要是 Francois 

Petit-Jean先生代替 Guy de Froment先生担任本基金管理人董事职务，卢骐先生代替 Didier 

Balm先生担任本基金管理人监事职务, 过振华先生改任本基金管理人副总裁，来肖贤先生

代替过振华先生担任本基金管理人督察长职务； 

5、对“四、基金托管人”部分的本基金托管人的资料进行了更新； 

6、在“五、相关服务机构”部分，更新了相关代销机构的资料，以全面反映相关服务机构的

完整情况； 

7、在“十四、基金的费用与税收”部分，进一步明确了与基金销售有关的费用调整的原则； 

8、根据《信息披露管理办法》及其他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基金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

第 5 号<招募说明书的内容与格式>》，对原招募说明书中相关信息的披露的内容和时间等

进行了调整； 

9、增加了“二十三、其他应披露事项”，列出了自基金合同生效日起至 2005年 5月 31日间与

本基金和本基金管理人有关的公告。 

 

 

十五、其他应披露事项 
自本基金基金合同于 2004年 11月 29日正式生效至 2005年 5月 31日，与本基金和本基金管

理人有关的公告如下： 

1、 2004年 11月 30日刊登于中国证券报（以下简称“中证报”）、上海证券报（以下简称“上

证报”）的本基金基金合同成立的公告； 

2、2005年 1月 25日刊登于中证报和证券日报的本基金开发日常交易业务的公告； 

3、2005 年 1 月 29 日刊登于中证报、上证报、证券日报和证券时报的本基金获配华电国际 A

股的公告； 

4、2005 年 1 月 29 日刊登于中证报、上证报、证券日报和证券时报的本基金开放式基金转换

业务的公告； 

5、2005年 2月 1日刊登于中证报、上证报、证券日报和证券时报的本基金获配华电国际 A股

的更正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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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005年 3月 9日刊登于中证报、上证报、证券日报和证券时报的本基金管理人高级管理人

员变动的公告； 

7、2005年 4月 8日刊登于中证报、上证报和证券时报的本基金分红的公告； 

8、2005年 4月 20日刊登于中证报、上证报和证券时报的本基金 2005年一季度季报的公告； 

9、2005 年 4 月 23 日刊登于中证报、上证报、证券日报和证券时报的关于开展转换业务及举

办转换优惠活动的公告； 

10、2005年 4月 26日刊登于中证报、上证报、证券日报和证券时报的关于转换业务的更正公

告； 

11、2005年 5月 19日刊登于中证报、上证报、证券日报和证券时报的关于本基金管理人更换

公司董事、监事的公告。 

 

 

签署日期： 2005年 6月 22日 
 

以上内容仅为摘要，须与本《招募说明书》（更新）（正文）所载之详细资料一并阅读。 

 

申万巴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05 年 7 月 1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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