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海中欧财富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关于基金投资组合策略调整公告 

一、基金投资组合策略调整情况 

为更好地保护投资者利益，反映基金投资组合策略整体情况，上

海中欧财富基金销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对部分基金投

资组合策略的相关信息进行调整，主要涉及部分基金投资组合策略的

策略结构、业绩比较基准、策略目标、策略风险等级、适合投资者范

围。涉及本次调整的基金投资组合策略及具体调整内容如下：  

（一） 策略结构调整 

调整前 调整后 

本组合策略主要投资于经中国证监会依

法核准或注册的公开募集的基金（含

QDII基金、香港互认基金、REITs基金

等）。 

本组合策略权益类资产包含股票型基金

（含股票指数基金）、混合型基金、债

券型基金中连续四个季度披露的基金定

期报告中显示“股票资产占基金资产比

例+50%×可转债资产占基金资产比例”

的均值大于基金资产 20%的基金等。 

本组合策略主要投资于经中国证监会依

法核准或注册的公开募集的基金。 

本组合策略固收类资产包含货币基金、

股票多空基金，债券型基金（混合债券

型一级基金、混合债券型二级基金、国

际(QDII)债券型基金、中长期纯债基

金、短期纯债基金、债券指数基金等）

与混合型基金中连续四个季度披露的基

金定期报告中显示“股票资产占基金资

产比例+50%×可转债资产占基金资产比

例”的均值小于或等于基金资产 30%的

基金等。 

本组合策略权益类资产包含股票型基

金、另类投资基金（商品型基金、

REITs）、QDII另类投资基金、QDII股

票型基金、QDII混合型基金，以及混合

型基金与债券型基金中连续四个季度披

露的基金定期报告中显示“股票资产占

基金资产比例+50%×可转债资产占基金



资产比例”的均值大于基金资产 30%的

基金等。 

本次涉及策略结构调整的基金投资组合策略具体为： 

序号 基金投资组合策略名称 序号 基金投资组合策略名称 

1 65后水滴养老 25 闲钱佳 plus 

2 70后水滴养老 26 现金增强 

3 75后水滴养老 27 幸福 520小目标 

4 80后水滴养老 28 幸福八八小目标 

5 85后水滴养老 29 幸福六六小目标 

6 90后水滴养老 30 优势行业全明星 

7 财富+1号 31 中欧带你投国防军工 

8 财富+3号 32 中欧带你投碳中和 

9 超级股票全明星 33 中欧带你投新消费 

10 股票全明星尊享版 34 中欧带你投医疗健康 

11 经典股债全明星 35 中欧带你投硬科技 

12 理财+2号 36 中欧带你投中国智造 

13 年年乐偏债进取 37 中欧股票优选 

14 潜力全明星 38 中欧股债黄金比例 

15 全球股票长投 39 中欧臻选全明星 

16 双季乐稳健 180天 40 中欧均衡偏股全明星 

17 水滴英才-目标 2023 41 中欧均衡优选 

18 水滴英才-目标 2026 42 中欧稳健乐享 

19 水滴英才-目标 2029 43 中欧稳健优享 

20 水滴英才-目标 2032 44 中欧稳健悦享 

21 水滴英才-目标 2035 45 十分精选跑得更远 

22 水滴英才-目标 2038 46 十分精选飞得更高 

23 中欧稳钱宝 47 甄享全明星策略 



24 闲钱宝   

 

（二）策略风险等级及适合投资者范围调整 

 

基金投资组合策略名称 调整前 调整后 

年年乐偏债进取 

风险特征：R3 风险特征：R2 

适合投资者范围：C3、

C4、C5 

适合投资者范围：C2、C3、

C4、C5 

中欧稳健悦享 

风险特征：R3 风险特征：R2 

适合投资者范围：C3、

C4、C5 

适合投资者范围：C2、C3、

C4、C5 

幸福六六小目标 

风险特征：R3 风险特征：R2 

适合投资者范围：C3、

C4、C5 

适合投资者范围：C2、C3、

C4、C5 

 

（三）策略目标调整 

基金投资组合策

略名称  
调整前 调整后 

现金增强 

通过承担短期小幅波动风险，

力争获取高于货币基金的收益

水平。 

通过承担短期小幅波动风险，

力争获取高于货币基金指数的

收益水平。 

（四）水滴养老系列基金投资组合策略信息调整 



水滴养老系列基金投资组合策略增加权益类资产、固收类资产占比按

照下滑曲线逐年调整的投资比例限制；将原固定业绩基准调整为按照

下滑曲线逐年调整的业绩比较基准。详细调整内容请投资者仔细阅读

水滴养老系列基金投资组合策略的策略说明书。  

本次调整涉及到的水滴养老系列基金投资组合策略具体为： 

序号 基金投资组合策略名称 序号 基金投资组合策略名称 

1 65后水滴养老 2 70 后水滴养老 

3 75后水滴养老 4 80 后水滴养老 

5 85后水滴养老 6 90 后水滴养老 

 

以上基金投资组合策略的调整自 2022 年 9 月 20 日 15:00 后生

效。本次调整影响其策略说明书相关内容的同步调整，调整事项详见

本公告附件一。请投资者认真阅读基金投资组合策略的策略说明书，

审慎根据自身风险承受能力及投资需求自行决定是否继续持有相关

基金投资组合策略。投资者如若不接受本次调整，则可以随时选择赎

回相关基金投资组合策略。 

 

二、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了解或咨询详情  



本公司网站：www.zocaifu.com/及手机移动客户端“中欧财富”APP

本公司客服电话：4007009700-中欧财富专线。 

三、风险提示  

1、本公司承诺以诚实守信、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投顾账户的资

产，但不保证投顾账户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投资者进行

投资存在本金亏损的风险。投顾业务的过往业绩并不预示其未来业

绩表现。基金投资组合策略的风险特征与单只基金产品的风险特征

存在差异。本公司提醒投资者投顾业务及基金投资遵循“买者自

负”原则，在决定参与投顾业务并选择投资组合策略后，投顾账户

相关损益由投资者自行承受。  

2、投资者申请参与投顾业务前，应认真阅读有关投顾业务的相

关协议、投资组合策略说明书、风险揭示书等内容，了解投顾业务

的业务规则和相关风险，投资者应慎重选择，并在使用时妥善保管

好电子交易信息，特别是账号和密码。 

特此公告。 

 

上海中欧财富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2022年 9月 20日 



 

附件一： 

基金投资组合策略及其策略说明书信息调整事项汇总 

序号 基金投资组合策略 策略说明书调整事项 

1 65后水滴养老 策略结构、业绩基准 

2 70后水滴养老 策略结构、业绩基准 

3 75后水滴养老 策略结构、业绩基准 

4 80后水滴养老 策略结构、业绩基准 

5 85后水滴养老 策略结构、业绩基准 

6 90后水滴养老 策略结构、业绩基准 

7 财富+1号 策略结构 

8 财富+3号 策略结构 

9 超级股票全明星 策略结构 

10 股票全明星尊享版 策略结构 

11 经典股债全明星 策略结构 

12 理财+2号 策略结构 

13 年年乐偏债进取 策略结构、风险特征、适合投资者范围 

14 潜力全明星 策略结构 

15 全球股票长投 策略结构 

16 双季乐稳健 180天 策略结构 

17 水滴英才-目标 2023 策略结构 

18 水滴英才-目标 2026 策略结构 

19 水滴英才-目标 2029 策略结构 

20 水滴英才-目标 2032 策略结构 

21 水滴英才-目标 2035 策略结构 

22 水滴英才-目标 2038 策略结构 

23 中欧稳钱宝 策略结构 

24 闲钱宝 策略结构 

25 闲钱佳 plus 策略结构 

26 现金增强 策略结构、策略目标 

27 幸福 520小目标 策略结构 

28 幸福八八小目标 策略结构 

29 幸福六六小目标 策略结构、风险特征、适合投资者范围 

30 优势行业全明星 策略结构 

31 中欧带你投国防军工 策略结构 

32 中欧带你投碳中和 策略结构 

33 中欧带你投新消费 策略结构 

34 中欧带你投医疗健康 策略结构 

35 中欧带你投硬科技 策略结构 

36 中欧带你投中国智造 策略结构 



37 中欧股票优选 策略结构 

38 中欧股债黄金比例 策略结构 

39 中欧臻选全明星 策略结构 

40 中欧均衡偏股全明星 策略结构 

41 中欧均衡优选 策略结构 

42 中欧稳健乐享 策略结构 

43 中欧稳健优享 策略结构 

44 中欧稳健悦享 策略结构、风险特征、适合投资者范围 

45 十分精选跑得更远 策略结构 

46 十分精选飞得更高 策略结构 

47 甄享全明星策略 策略结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