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旗下公募基金 2021年年度报告提示

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董事保证基金年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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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博时安盈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博时岁岁增利一年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博时裕益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博时月月薪定期支付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博时内需增长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博时双月薪定期支付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博时裕隆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博时现金宝货币市场基金

博时天天增利货币市场基金

博时季季享三个月持有期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博时产业新动力灵活配置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博时互联网主题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博时沪港深优质企业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博时丝路主题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博时上证 5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

博时中证淘金大数据 100指数型证券投资基金

博时国企改革主题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博时外服货币市场基金

博时新起点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博时新策略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博时裕嘉纯债 3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博时裕盈纯债 3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博时裕瑞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博时沪港深成长企业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博时裕恒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博时裕荣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博时裕泰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博时安誉 18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博时新收益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博时裕丰纯债 3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博时裕诚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博时外延增长主题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博时裕坤纯债 3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博时裕乾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博时裕达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博时裕康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博时裕腾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博时安泰 18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博时文体娱乐主题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博时裕安纯债一年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博时裕新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博时安瑞 18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博时裕景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博时鑫瑞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博时裕发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博时裕弘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博时裕泉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博时工业 4.0主题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博时黄金交易型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

博时安怡 6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博时裕利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博时裕通纯债 3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博时裕创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博时裕盛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博时景兴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博时聚瑞纯债 6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博时裕顺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博时颐泰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博时安仁一年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博时聚盈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博时聚润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博时合利货币市场基金

博时裕昂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博时景发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博时鑫源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博时富宁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博时聚源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博时合鑫货币市场基金

博时富发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博时智臻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博时安祺 6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博时富祥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博时聚利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博时利发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博时悦楚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博时乐臻定期开放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博时鑫泽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博时安诚 3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博时臻选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博时富益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博时丰达纯债 6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博时安弘一年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博时富鑫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博时民丰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博时富华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博时富诚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博时鑫润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博时慧选纯债 3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博时兴盛货币市场基金

博时沪港深价值优选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博时裕鹏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博时民泽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博时合惠货币市场基金

博时鑫惠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博时富嘉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博时鑫泰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博时富瑞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博时兴荣货币市场基金



博时富元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博时广利纯债 3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博时汇享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博时逆向投资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博时汇智回报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博时华盈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博时富和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博时量化平衡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博时新兴消费主题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博时富腾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博时战略新兴产业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博时丰庆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博时军工主题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博时合晶货币市场基金

博时中证 500指数增强型证券投资基金

博时厚泽回报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博时富业纯债 3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博时创新驱动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博时富安纯债 3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博时富乾纯债 3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博时量化多策略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博时富兴纯债 3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博时量化价值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博时荣享回报灵活配置定期开放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博时中证央企结构调整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

博时富永纯债 3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博时中债 1-3年政策性金融债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博时富源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博时中债 3-5年进出口行债券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博时汇悦回报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博时中债 5-10年农发行债券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博时富融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博时颐泽稳健养老目标一年持有期混合型基金中基金（FOF）

博时中债 1-3年国开行债券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博时中债 3-5年国开行债券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博时富丰纯债 3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博时富淳纯债 3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博时富乐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博时颐泽平衡养老目标三年持有期混合型发起式基金中基金（FOF）

博时富汇纯债 3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博时中证央企创新驱动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

博时中债 3-5年政策性金融债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博时富悦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博时富顺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博时稳欣 39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博时富添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博时中证 50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发起式联接基金

博时富信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博时富进纯债一年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博时稳悦 63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博时富洋纯债一年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博时产业新趋势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博时成长优选两年封闭运作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博时科技创新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博时荣升稳健添利 18个月定期开放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博时富灿纯债一年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博时荣丰回报三年封闭运作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博时信用优选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博时富通纯债一年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博时恒裕 6个月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博时季季乐三个月持有期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博时健康成长主题双周定期可赎回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博时鑫荣稳健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博时富盛纯债一年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博时研究精选一年持有期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博时女性消费主题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博时恒盛一年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博时研究臻选三年持有期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博时价值臻选两年持有期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博时恒利 6个月持有期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博时荣泰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博时金福安一年持有期混合型发起式基金中基金（FOF）

博时恒荣一年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博时睿祥 15个月定期开放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博时双季享六个月持有期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博时消费创新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博时荣华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博时产业精选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博时鑫康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博时恒进 6个月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博时高端装备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博时恒康一年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博时恒旭一年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博时创业板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博时沪深 300指数增强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博时成长领航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博时双季鑫 6个月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博时创新经济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博时汇兴回报一年持有期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博时恒泽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博时港股通领先趋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博时汇融回报一年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博时战略新材料主题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博时恒元 6个月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博时创新精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博时恒悦 6个月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博时产业慧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博时港股通红利精选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博时成长精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博时恒兴一年定期开放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博时产业优选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博时周期优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博时恒泰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博时先进制造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博时汇誉回报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博时新能源汽车主题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博时数字经济 18个月封闭运作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博时睿弘一年定期开放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博时健康生活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博时研究慧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博时乐享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博时月月享 30天持有期短债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博时成长优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博时恒玺一年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博时汇荣回报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博时半导体主题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博时中证 5G产业 5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发起式联接基金

博时中债 0-3年国开行债券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博时移动互联主题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博时养老目标日期 2035三年持有期混合型发起式基金中基金（FOF）

博时养老目标日期 2040五年持有期混合型发起式基金中基金（FOF）

博时养老目标日期 2045五年持有期混合型发起式基金中基金（FOF）

博时养老目标日期 2050五年持有期混合型发起式基金中基金（FOF）

博时双月享 60天滚动持有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博时新能源主题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博时博盈稳健 6个月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博时恒盈稳健一年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博时核心资产精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博时恒润 6个月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博时凤凰领航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博时价值增长证券投资基金

博时裕富沪深 300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博时现金收益证券投资基金

博时精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博时稳定价值债券投资基金

博时平衡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博时第三产业成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博时新兴成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博时特许价值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博时信用债券投资基金

博时策略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博时上证超级大盘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

博时创业成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博时大中华亚太精选股票证券投资基金

博时宏观回报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博时行业轮动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博时转债增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博时抗通胀增强回报证券投资基金

博时创业板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

博时回报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博时天颐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博时上证自然资源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

博时标普 50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

博时医疗保健行业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博时信用债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博时亚洲票息收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博时价值增长贰号证券投资基金

博时恒生科技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QDII)

博时中证 5G产业 5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博时中证新能源汽车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博时中证医药 5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博时创业板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博时黄金交易型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

博时中证 50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博时主题行业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LOF)

博时卓越品牌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LOF)

博时稳健回报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LOF）

博时安丰 18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LOF）

博时中证全指证券公司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博时中证银行指数证券投资基金（LOF）

博时睿远事件驱动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LOF）

博时睿利事件驱动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LOF）

博时弘泰定期开放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博时优势企业 3年封闭运作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LOF）

博时研究优选 3年封闭运作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博时创业板两年定期开放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博时科创主题 3年封闭运作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博时安康 18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LOF)

博时科创板三年定期开放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上证超级大盘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上证自然资源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博时上证 5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博时中证可转债及可交换债券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博时保证金实时交易型货币市场基金

博时中证央企结构调整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博时恒生医疗保健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QDII）

博时中证全球中国教育主题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QDII)

博时标普 50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博时恒生港股通高股息率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博时中证可持续发展 10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博时沪深 30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博时中证红利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博时中证央企创新驱动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博时中证智能消费主题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博时中证新能源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博时中证金融科技主题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博时中证科创创业 5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的年度报告全文于 2022年 3月 30日在本公司网站（http://www.bosera.com）和中国证监会基金电子披露

网站（http://eid.csrc.gov.cn/fund）披露，供投资者查阅。如有疑问可拨打本公司客服电话（95105568）咨

询。

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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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不保证

最低收益。请充分了解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审慎做出投资决定。

特此公告。

博时基金管理公司

2022年 3月 3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