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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管理人名称 国寿安保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公开募

集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公开募

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

各基金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及国寿安保基

金管理有限公司董事会会议决议。

改聘日期 2021 年 10 月 20 日

改聘前会计师事务所名称 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改聘后会计师事务所名称 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基金名称 基金简称 基金主代码

国寿安保货币市场基金 国寿安保货币 000505

国寿安保沪深 300 交易型开

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接

基金

国寿安保沪深 300ETF 联接 000613

国寿安保尊享债券型证券投

资基金
国寿安保尊享债券 000668

国寿安保薪金宝货币市场基

金
国寿安保薪金宝货币 000895

国寿安保尊益信用纯债债券

型证券投资基金
国寿安保尊益信用纯债债券 000931

国寿安保聚宝盆货币市场基

金
国寿安保聚宝盆货币 001096

国寿安保中证 500 交易型开

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接

基金

国寿安保中证 500ETF 联接 001241

国寿安保成长优选股票型证

券投资基金
国寿安保成长优选股票 001521

国寿安保智慧生活股票型证

券投资基金
国寿安保智慧生活股票 001672

国寿安保增金宝货币市场基

金
国寿安保增金宝货币 001826

国寿安保鑫钱包货币市场基

金
国寿安保鑫钱包货币 001931

国寿安保灵活优选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
国寿安保灵活优选混合 001932

国寿安保稳惠灵活配置混合

型证券投资基金
国寿安保稳惠混合 002148

国寿安保核心产业灵活配置

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国寿安保核心产业混合 002376

国寿安保尊利增强回报债券

型证券投资基金
国寿安保尊利增强回报债券 0027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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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寿安保强国智造灵活配置

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国寿安保强国智造混合 003131

国寿安保安康纯债债券型证

券投资基金
国寿安保安康纯债债券 003285

国寿安保添利货币市场基金 国寿安保添利货币 003422

国寿安保安享纯债债券型证

券投资基金
国寿安保安享纯债债券 003514

国寿安保稳诚混合型证券投

资基金
国寿安保稳诚混合 004225

国寿安保稳嘉混合型证券投

资基金
国寿安保稳嘉混合 004258

国寿安保稳荣混合型证券投

资基金
国寿安保稳荣混合 004279

国寿安保稳信混合型证券投

资基金
国寿安保稳信混合 004301

国寿安保尊裕优化回报债券

型证券投资基金
国寿安保尊裕优化回报债券 004318

国寿安保稳寿混合型证券投

资基金
国寿安保稳寿混合 004405

国寿安保安瑞纯债债券型证

券投资基金
国寿安保安瑞纯债债券 004629

国寿安保稳吉混合型证券投

资基金
国寿安保稳吉混合 004756

国寿安保稳泰一年定期开放

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国寿安保稳泰一年定开混合 004772

国寿安保安盛纯债 3 个月定

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

资基金

国寿安保安盛纯债 3 个月定

开债券发起式
004797

国寿安保目标策略灵活配置

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国寿安保目标策略混合发起 004818

国寿安保安吉纯债半年定期

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

基金

国寿安保安吉纯债半年定开

债券发起式
004821

国寿安保健康科学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
国寿安保健康科学混合 005043

国寿安保安裕纯债半年定期

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

基金

国寿安保安裕纯债半年定开

债券发起式
005208

国寿安保华兴灵活配置混合

型证券投资基金
国寿安保华兴灵活配置混合 005683

国寿安保安丰纯债债券型证

券投资基金
国寿安保安丰纯债债券 006599

国寿安保尊荣中短债债券型

证券投资基金
国寿安保尊荣中短债债券 0067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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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寿安保泰和纯债债券型证

券投资基金
国寿安保泰和纯债债券 006919

国寿安保泰恒纯债债券型证

券投资基金
国寿安保泰恒纯债债券 006980

国寿安保中债 1-3 年国开行

债券指数型证券投资基金

国寿安保中债 1-3 年国开债

指数
007010

国寿安保新蓝筹灵活配置混

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国寿安保新蓝筹混合 007074

国寿安保泰荣纯债债券型证

券投资基金
国寿安保泰荣纯债债券 007215

国寿安保泰弘纯债债券型证

券投资基金
国寿安保泰弘纯债债券 007419

国寿安保尊耀纯债债券型证

券投资基金
国寿安保尊耀纯债债券 007837

国寿安保安泽纯债 39 个月定

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国寿安保安泽纯债 39 个月定

开债券
007970

国寿安保研究精选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
国寿安保研究精选混合 008082

国寿安保泰祥纯债一年定期

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

基金

国寿安保泰祥纯债一年定开

债券发起式
008289

国寿安保泰瑞纯债一年定期

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

基金

国寿安保泰瑞纯债一年定开

债券发起式
008503

国寿安保稳健养老目标一年

持有期混合型发起式基金中

基金（FOF）

国寿安保稳健养老一年持有

混合发起式（FOF）
008617

国寿安保尊盛双债债券型证

券投资基金
国寿安保尊盛双债债券 008740

国寿安保尊诚纯债债券型证

券投资基金
国寿安保尊诚纯债债券 008873

国寿安保尊恒利率债债券型

证券投资基金
国寿安保尊恒利率债债券 008875

国寿安保策略优选 3 个月持

有 期 混 合 型 基 金 中 基 金

（FOF）

国寿安保策略优选 3 个月持

有混合（FOF）
009151

国寿安保稳丰 6 个月持有期

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国寿安保稳丰 6 个月持有混

合
009244

国寿安保高股息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
国寿安保高股息混合 009500

国寿安保创新医药股票型证

券投资基金
国寿安保创新医药股票 009502

国寿安保裕安混合型证券投

资基金
国寿安保裕安混合 010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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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寿安保稳和 6 个月持有期

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国寿安保稳和 6 个月持有期

混合
010541

国寿安保华丰混合型证券投

资基金
国寿安保华丰混合 010765

国寿安保稳安混合型证券投

资基金
国寿安保稳安混合 010984

国寿安保策略精选灵活配置

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LOF）
国寿安保策略精选混合（LOF） 168002

国寿安保科技创新 3 年封闭

运作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

资基金

国寿安保科创 3 年封闭混合 501097

国寿安保中证 500 交易型开

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国寿安保中证 500ETF 510560

国寿安保场内实时申赎货币

市场基金
国寿安保场内实时申赎货币 519878

2. 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上述变更事项已按照相关规定及基金合同约定通知基金托管人。

特此公告

国寿安保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1 年 10 月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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