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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重要提示及目录 

1.1 重要提示  

基金管理人的董事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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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法律责任。本半年度报告已经全部独立

董事签字同意，并由董事长签发。 

  基金托管人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根据本基金合同规定，于 2018年 8月 22日复核了本报告中

的财务指标、净值表现、利润分配情况、财务会计报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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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的招募说明书及其更新。 

  本报告中财务资料未经审计。 

  本报告期自 2018年 2月 1日（基金合同生效日）起至 2018年 6月 30日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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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基金简介 

2.1 基金基本情况 

基金名称  嘉实核心优势股票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嘉实核心优势股票  

基金主代码  005612  

基金运作方式  契约型开放式  

基金合同生效日  2018年 2月 1日  

基金管理人  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报告期末基金份额总额  8,072,520,789.99份  

基金合同存续期  不定期  

2.2 基金产品说明 

投资目标  
本基金通过投资于具有核心竞争优势的上市公司，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

力争获取超越业绩比较基准的收益。 

投资策略  

本根据具有核心竞争优势的公司股票的范畴选出备选股票池，并在此基

础上根据公司核心竞争优势来源的不同，将公司的竞争优势细分为“无

形资产、成本优势、转换成本、网络效应”等来源。通过综合考虑上述

因素，构建股票投资组合。本基金所指的具有核心竞争优势的公司股票

指具备可持续竞争优势以及高进入壁垒，能够抵御竞争的公司股票。同

时本基金综合运用定性和定量分析方法，确定组合中沪深 A股、港股、

债券、货币市场工具及其他金融工具的比例。按照预期收益、风险和置

信水平相匹配的方法构建基金投资组合。 

业绩比较基准  
中证 800指数收益率×70%+恒生指数收益率×20%+中债综合财富指数收

益率×10% 

风险收益特征  

本基金为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其预期风险和预期收益高于混合型基金

、债券型基金和货币市场基金。本基金将投资港股通标的股票，将承担

汇率风险以及因投资环境、投资标的、市场制度、交易规则差异等带来

的境外市场的风险。 
 

2.3 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 

项目  基金管理人  基金托管人  

名称  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姓名  胡勇钦 王永民 
联系电话  (010)65215588 (010)66594896 

信息披露负

责人  
电子邮箱  service@jsfund.cn fcid@bankofchina.com 

客户服务电话  400-600-8800 95566 
传真  (010)65215588 (010)66594942 
注册地址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世纪

大道 8号上海国金中心二期 53层

09-11单元 

北京西城区复兴门内大街 1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