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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重要提示及目录 

§1.1 重要提示 

工银瑞信恒丰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

会”）《关于准予工银瑞信恒丰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16]2306号

文）准予注册募集，自 2016年 10月 27日成立并正式运作。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工银瑞

信恒丰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的有关规定，《基金合同》生效后，连续 20个工作日

出现基金份额持有人数量不满 200人或者基金资产净值低于 5,000万元情形的，基金管理人应当

在定期报告中予以披露；连续 60个工作日出现基金份额持有人数量不满 200人或者基金资产净

值低于 5,000万元情形的，在履行适当程序后，本基金将按照《基金合同》的约定进入清算程

序，《基金合同》自动终止，无须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审议。鉴于自《基金合同》生效后，

本基金已出现连续 60个工作日基金资产净值低于 5000万元的情形，为维护基金份额持有人利

益，根据基金合同约定，无须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本基金管理人应终止本基金合同并依法

履行基金财产清算程序。 

本基金基金合同终止及基金财产清算安排详见基金管理人于 2018年 3月 21日在《证券日

报》及公司网站上发布的《关于工银瑞信恒丰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终止及财产清算

的公告》。 

本基金自 2018年 3月 21日起进入清算期，由基金管理人工银瑞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基金

托管人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上海市通力

律师事务所组成基金财产清算小组履行基金财产清算程序，并由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特

殊普通合伙）对清算报告进行审计，由上海市通力律师事务所对本基金清算事宜出具法律意见

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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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基金产品概况 

基金名称 工银瑞信恒丰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工银恒丰纯债债券 

基金代码 003551 

基金运作方式 契约型开放式 

基金合同生效日 2016年 10月 27日 

最后运作日（2018年 3月 20日）基

金份额总额 
10,122,785.15份 

投资目标 在严格控制风险的基础上，通过对债券的积极投资，

追求基金资产的长期稳定增值。 

投资策略 本基金将考察市场利率的动态变化及预期变化，对 

GDP、CPI、国际收支等引起利率变化的相关因素进行

深入的研究，分析宏观经济运行的可能情景，并在此

基础上判断包括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在内的宏观经济

政策取向，对市场利率水平和收益率曲线未来的变化

趋势做出预测和判断，结合债券市场资金供求结构及

变化趋势，确定固定收益类资产的配置并构建投资组

合。 

业绩比较基准 中债综合财富（总值）指数收益率。 

风险收益特征 本基金为债券型基金，属于低风险基金产品，其长期

平均风险和预期收益率低于股票型及混合型基金，高

于货币市场基金。 

基金管理人 工银瑞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3 基金运作情况 

工银瑞信恒丰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

会”）《关于准予工银瑞信恒丰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16]2306号

文）准予注册募集，由基金管理人依照法律法规、基金合同等规定于 2016年 10月 21日至 2016

年 10月 24日期间向社会公开募集，基金合同于 2016年 10月 27日正式生效，基金合同生效日

的基金份额总数为 300,178,353.18份（含募集期间利息结转的份额）。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工银瑞

信恒丰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的有关规定，《基金合同》生效后，连续 20个工作日

出现基金份额持有人数量不满 200人或者基金资产净值低于 5,000万元情形的，基金管理人应当

在定期报告中予以披露；连续 60个工作日出现基金份额持有人数量不满 200人或者基金资产净

值低于 5,000万元情形的，在履行适当程序后，本基金将按照《基金合同》的约定进入清算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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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基金合同》自动终止，无须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审议。鉴于自基金合同生效后，本基

金已出现连续 60个工作日基金资产净值低于 5000万元的情形，为维护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根

据基金合同约定，无须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本基金管理人应终止本基金合同并依法履行基

金财产清算程序。本基金最后运作日为 2018年 3月 20日，自 2018年 3月 21日起进入清算期。 

 

§4 财务会计报告（经审计） 

基金最后运作日资产负债表 

会计主体：工银瑞信恒丰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报告截止日：2018年 3月 20日（基金最后运作日） 

单位：人民币元 

资 产 
本期末 

2018年 3月 20日（基金最后运作日） 

资 产：  

银行存款      111,551.03  

结算备付金       27,515.72  

存出保证金        2,146.45  

交易性金融资产    9,860,637.00  

其中：债券投资 9,860,637.00　 

应收利息      331,007.72  

资产总计   10,332,857.92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 
本期末 

2018年 3月 20日（基金最后运作日） 

负 债：  

应付管理人报酬 1,766.61 

应付托管费 588.89 

其他负债 118,954.84 

负债合计 121,310.34 

所有者权益： 　 

实收基金 10,122,785.15 

未分配利润 88,762.43 

所有者权益合计 10,211,547.58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总计 10,332,857.92 

注：1、报告截止日 2018年 3月 20日(基金最后运作日)，基金份额净值为人民币 1.0088元，基

金份额总额 10,122,785.15份。 

2、本基金的清算报表是在非持续经营的前提下参考《企业会计准则》及《证券投资基金会

计核算业务指引》的有关规定编制的。自本基金最后运作日起，资产负债按清算价格计价。由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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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性质所致，本清算报表并无比较期间的相关数据列示。 

 

§5 清盘事项说明 

自 2018年 3月 21日至 2018年 4月 20日止为清算期间。基金财产清算小组对本基金的资

产、负债进行清算，全部清算工作按清算原则和清算手续进行。具体清算情况如下： 

 

§5.1 清算费用  

按照《工银瑞信恒丰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第十九部分“基金合同的变更、终

止与基金财产的清算”的规定，清算费用是指基金财产清算小组在进行基金清算过程中发生的所

有合理费用，清算费用由基金财产清算小组优先从基金财产中支付。  

§5.2 资产处置情况  

本基金最后运作日持有的债券投资估值金额为人民币 9,860,637.00元，已于清算期间全部

卖出。 

本基金最后运作日应收利息人民币 331,007.72 元，已于清算期间划入托管账户。 

§5.3 负债清偿情况  

本基金最后运作日应付管理人报酬为人民币 1,766.61元，该款项已于 2018年 4月 4日支

付。 

本基金最后运作日应付托管费为人民币 588.89元，该款项已于 2018年 4月 4日支付。 

本基金最后运作日其他负债为人民币 118,954.84元，为应付审计费、预提中债登账户维护

费及预提上清所账户维护费。其中应付审计费为人民币 110,791.77元，该款项预计将于收到会

计师事务所付款通知书及发票起五日内支付；预提中债登账户维护费为人民币 3,950.00元，该

款项已于 2018年 3月 30日支付；预提上清所账户维护费为人民币 4,213.07元，该款项已于

2018年 3月 30日支付。 

§5.4 清算期间的剩余资产分配情况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金额 

一、最后运作日 2018年 3 月 20日基金净资产   10,211,547.58 

加：清算期间（2018-3-21 至 2018-4-20）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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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息收入（注 1） 10,953.95 

变现损益（注 2） 7,908.24 

减：清算期间（2018-3-21 至 2018-4-20）费用  

      清算费用（注 3） 36,045.16 

二、2018年 04 月 20 日(清算报告出具日)基金净

资产（注 4） 

10,194,364.61 

注：1、利息收入中 5,173.27元系以当前适用的利率预估计提的自 2018年 3月 21日至 2018年

4月 20日止清算期间的银行存款利息；利息收入中 24.21元系以当前适用的利率预估计提的自

2018年 3月 21日至 2018年 4月 20日止清算期间的备份金利息; 利息收入中 4.37元系以当前

适用的利率预估计提的自 2018年 3月 21日至 2018年 4月 20日止清算期间的保证金利息;利息

收入中 5,752.10元系清算期间持有的债券投资利息； 

2、变现损益为本次清算期间扣除交易费用后的卖出债券投资金额与基金投资最后运作日估

值金额的差额； 

3、清算费用中 20,000.00元系清盘律师费用；清算费用中 15,208.23元系清盘期间审计费

用；清算费用中 286.93元系清盘期间计提的上清所账户维护费；清算费用中 550.00元系清盘期

间计提的中债登账户维护费。 

4、资产处置及负债清偿后，于 2018年 4月 20日本基金剩余财产为人民币 10,194,364.61

元，根据本基金的基金合同约定，依据基金财产清算的分配方案，将基金财产清算后的全部剩余

资产清偿基金债务后，按基金份额持有人持有的基金份额比例进行分配。 

2018年 4月 21日至资产支付日前一日的银行存款利息归基金份额持有人所有，为保护基金

份额持有人利益，加快清盘速度，基金管理人将以自有资金先行垫付该笔款项（该金额可能与实

际结息金额存在略微差异），供清盘分配使用。基金管理人垫付的资金以及垫付资金到账日起孳

生的利息将于清算期后返还给基金管理人。 

§5.5 基金财产清算报告的告知安排 

本清算报告已经基金托管人复核，在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律师事务所出具法律意见书后，

报中国证监会备案并向基金份额持有人公告。 

 

§6 备查文件目录 

§6.1 备查文件目录 

1、《工银瑞信恒丰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清算审计报告》 

2、《通力律师事务所关于<工银瑞信恒丰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清算报告>的法律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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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存放地点 

基金管理人、基金托管人处。 

§6.3 查阅方式 

投资者可在营业时间免费查阅。 

 

 

工银瑞信恒丰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财产清算小组 

2018年 4月 2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