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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通关于旗下部分开放式基金在中国邮政储蓄银行
开通基金定期定额投资和转换业务的公告

为了更好地满足广大投资者的理财需求，经融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融通基金”）与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邮政储蓄银行 ”）
协商一致， 融通基金旗下的部分开放式基金自 2020 年 3 月 5 日起在中国邮政储蓄
银行开通定期定额投资业务和转换业务，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本次开通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的基金名称和代码：

基金全称 基金代码

融通新能源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01471（前端）

融通跨界成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01830（前端）

融通易支付货币市场证券投资基金 161608(A类）

融通中国风 1号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01852（前端）

截止本公告日，已在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开通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的基金名称和代
码：

基金全称 基金代码

融通转型三动力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00717（前端）

融通健康产业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00727（前端）

融通互联网传媒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01150（前端）

融通新区域新经济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01152（前端）

融通新能源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01471（前端）

融通跨界成长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01830（前端）

融通中国风 1号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01852（前端）

融通成长 30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02252（前端）

融通新消费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02605（前端）

融通通乾研究精选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02989

融通新能源汽车主题精选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05668

融通新蓝筹证券投资基金 161601（前端）

融通深证 100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161604（A类）

融通蓝筹成长证券投资基金 161605（前端）

融通行业景气证券投资基金 161606（前端）

融通巨潮 100指数证券投资基金(LOF) 161607（A类)

融通易支付货币市场证券投资基金 161608(A类）

融通动力先锋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61609（前端）

融通领先成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LOF） 161610（前端）

融通内需驱动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61611（前端）

融通深证成份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161612（A类）

融通创业板指数增强型证券投资基金 161613（A类）

融通医疗保健行业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61616（前端）

融通可转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161624（A类）、161625（C类）

二、本次开通转换业务的基金名称和代码：
基金全称 基金代码

融通蓝筹成长证券投资基金 161605（前端）
融通巨潮 100指数证券投资基金(LOF) 161607（A类)
融通易支付货币市场证券投资基金 161608(A类）、161615（B类）
融通动力先锋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61609（前端）
融通领先成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LOF） 161610（前端）
融通深证成份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161612（A类）
融通新能源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01471
融通跨界成长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01830
融通中国风 1号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01852

截止本公告日，已在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开通转换业务的基金名称和代码：
基金全称 基金代码

融通增强收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000142（A类）
融通月月添利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000437(A类)、000438(B类)
融通转型三动力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00717（前端）
融通健康产业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00727（前端）
融通互联网传媒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01150（前端）
融通新区域新经济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01152（前端）
融通新能源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01471（前端）
融通跨界成长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01830（前端）
融通中国风 1号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01852（前端）
融通成长 30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02252（前端）
融通通盈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02415
融通新消费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02605（前端）
融通通乾研究精选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02989
融通新能源汽车主题精选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05668
融通新蓝筹证券投资基金 161601（前端）
融通深证 100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161604（A类）
融通蓝筹成长证券投资基金 161605（前端）
融通行业景气证券投资基金 161606（前端）
融通巨潮 100指数证券投资基金(LOF) 161607（A类)
融通易支付货币市场证券投资基金 161608(A类）、161615（B类）
融通动力先锋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61609（前端）
融通领先成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LOF） 161610（前端）
融通内需驱动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61611（前端）
融通深证成份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161612（A类）
融通创业板指数增强型证券投资基金 161613（A类）
融通医疗保健行业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61616（前端）
融通岁岁添利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161618（A类）、161619（B类）
融通可转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161624（A类）、161625（C类）

三、其他提示：
1、投资者通过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办理上述基金的定期定额投资业务，具体程

序和业务规则详见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的相关规定， 费率情况详见基金相关的临时
公告及更新的招募说明书。 如基金定期定额投资业务规则有变动， 请以中国邮政
储蓄银行最新规定为准。

2、投资者通过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办理本公司旗下基金的转换业务，必须为在
同一注册登记人处注册登记的基金， 且仅能申请办理相同收费模式下基金代码的
转换，即“前端收费转前端收费、后端收费转后端收费”，不能将前端收费模式基金
代码的份额转换为后端收费模式基金代码的份额， 或将后端收费模式基金代码的
份额转换为前端收费模式基金代码的份额。 相关的转换业务规则、 转换费率详见
各基金相关的临时公告及更新的招募说明书。

3、本公司基金转换业务的解释权归本公司。相关业务规则如有变动，请以本公
司最新发布的公告为准。

4、 投资者欲了解上述各基金的详细情况， 请仔细阅读各基金《基金合同》和
《招募说明书》（及其更新）等法律文件。

四、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
1、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客服热线：95580；
网址：www.psbc.com。
2、融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服热线：400-883-8088（免长途话费）、0755-26948088；
网址：www.rtfund.com。
五、风险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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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金的过往业绩及其净值高低并不预示其
未来业绩表现。 投资有风险，敬请投资者在投资基金前认真阅读《基金合同》、《招
募说明书》等基金法律文件，了解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并根据自身的风险承受能
力选择适合自己的基金产品。 敬请投资者在购买基金前认真考虑、谨慎决策。

融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二〇年三月五日

根据《华夏睿阳一年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华夏睿阳一年
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份额发售公告》的规定，华夏睿阳一年持有期混合
型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本基金”，基金代码：009011）自 2020 年 3 月 2 日起通过
基金份额发售机构公开发售。

根据本公司与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泰证券”）、中信证券华南
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证券（华南）”）签署的代销协议，投资者可自 2020 年
3 月 5 日起，在华泰证券、中信证券（华南）办理本基金的认购业务。具体业务办理以
华泰证券、中信证券（华南）的规定为准。

投资者可通过以下渠道咨询详情：
（一）华泰证券客户服务电话：95597；
华泰证券网站：www.htsc.com.cn；
（二）中信证券（华南）客户服务电话：95396；
中信证券（华南）网站：www.gzs.com.cn；
（三）本公司客户服务电话：400-818-6666；

本公司网站：www.ChinaAMC.com。
风险提示：本基金对每份基金份额设置一年持有期。 在基金份额的一年持有期

到期日前（不含当日），基金份额持有人不能对该基金份额提出赎回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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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本基金的过往业绩及其净值高低并不预示其
未来业绩表现。 基金管理人提醒投资者基金投资的“买者自负”原则，在做出投资决
策后，基金运营状况与基金净值变化引致的投资风险，由投资者自行负担。 投资者
在投资本基金之前，请仔细阅读本基金的招募说明书和基金合同，全面认识本基金
的风险收益特征和产品特性，并充分考虑自身的风险承受能力，理性判断市场，谨
慎做出投资决策。

特此公告

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二〇年三月五日

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华夏睿阳一年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新增发售机构的公告

圆信永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为旗下部分基金新增销售机构并开放申购、赎回、定投、

转换及参加其申购、定投费率优惠活动的公告
圆信永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已与北京肯特瑞基金销售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肯特瑞基金”）、北京汇成基金销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汇成基
金”）、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泰君安”）、中信期货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中信期货”）、万家财富基金销售（天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万家财富”）签
订基金销售协议。 现决定自 2020 年 3 月 6 日起，新增肯特瑞基金、汇成基金、国泰君
安、中信期货、万家财富为旗下部分基金的销售机构并开放申购、赎回、定投、转换业
务，且参加其申购、定投费率优惠活动。

一、销售业务
(一 )在肯特瑞基金、汇成基金开通以下基金的申购、赎回、定投（除特别注明

外）、转换业务。
基金全称 基金代码

圆信永丰双红利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00824（A类）
000825（C类）（不开放定投）

圆信永丰优加生活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001736

圆信永丰兴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001918（A类）
001919（C类）

圆信永丰强化收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002932（A类）
002933（C类）

圆信永丰丰润货币市场基金 004178（A类）
004179（B类）

圆信永丰多策略精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04148

圆信永丰兴源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01965（A类）
001966（C类）（不开放定投）

圆信永丰优享生活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04958
圆信永丰双利优选定期开放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05108（不开放定投）
圆信永丰优悦生活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04959
圆信永丰消费升级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04934
圆信永丰中高等级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005922
圆信永丰医药健康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06274
圆信永丰高端制造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06969
圆信永丰精选回报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06564

圆信永丰致优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08245（A类）
008246（C类）（不开放定投）

圆信永丰汇利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LOF） 501051
(二)在国泰君安开通以下基金的申购、赎回、定投（除特别注明外）、转换业务。

基金全称 基金代码

圆信永丰致优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08245（A类）
008246（C类）（不开放定投）

(三)在中信期货开通以下基金的申购、赎回、定投（除特别注明外）、转换业务。
基金全称 基金代码

圆信永丰兴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001918（A类）
001919（C类）

圆信永丰强化收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002932（A类）
002933（C类）

圆信永丰多策略精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04148
圆信永丰双利优选定期开放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05108（不开放定投）
圆信永丰高端制造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06969

(四)在万家财富开通以下基金的申购、赎回、定投（除特别注明外）、转换业务。
基金全称 基金代码

圆信永丰兴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001918（A类）
001919（C类）

圆信永丰消费升级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04934
圆信永丰优享生活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04958
圆信永丰双利优选定期开放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05108（不开放定投）
圆信永丰优悦生活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04959
圆信永丰中高等级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005922
圆信永丰医药健康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06274
圆信永丰高端制造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06969
圆信永丰精选回报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06564

圆信永丰致优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08245（A类）
008246（C类）（不开放定投）

圆信永丰汇利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LOF） 501051

有关上述基金的具体事宜请仔细阅读各基金对应的招募说明书、 发售公告及
基金合同等相关法律文件。

(五) 办理时间
具体时间以本公司发布的相关公告和肯特瑞基金、汇成基金、国泰君安、中信

期货、万家财富的安排和规定为准。
二、费率优惠活动
投资人通过肯特瑞基金、汇成基金、万家财富申购、定投上述基金享有申购、定

投费率优惠。 各基金的具体费率优惠内容及期限以肯特瑞基金、汇成基金、万家财
富官网的公告为准。

三、重要提示
（一）上述列表内的业务仅适用于处于正常申购期及处于特定开放日和开放时

间的基金。 基金封闭期等特殊期间的有关规定详见对应基金的《基金合同》和《招
募说明书》等相关法律文件及本公司发布的最新业务公告。

（二）基金转换只能在同一销售机构进行。 转换的两只基金必须都是该销售机
构销售的同一基金管理人管理的、 在同一基金份额登记机构注册登记的基金。 投
资人办理基金转换业务时， 转出方的基金必须处于可赎回状态， 转入方的基金必
须处于可申购状态。 同一基金的不同份额之间不能转换。

（三）投资人欲了解基金的详细情况，请仔细阅读上述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
明书等法律文件， 了解所投资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 并根据自身情况购买与本人
风险承受能力相匹配的基金。

四、投资人可通过以下方式咨询详情
（一）北京肯特瑞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400-098-8511
公司网址：http://fund.jd.com
（二）北京汇成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400-619-9059
公司网址：www.hcjijin.com
（三）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95521
公司网址：www.gtja.com
（四）中信期货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400-990-8826
公司网址：www.citicsf.com
（五）万家财富基金销售（天津）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010-59013895
公司网址：www.wanjiawealth.com
（六）圆信永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400-607-0088
公司网址：www.gtsfund.com.cn
风险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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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产，不保证基

金一定盈利， 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基金管理人提醒投资人在投资前应认真阅读基
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更新）等文件。 敬请投资人注意投资风险。

投资人应当充分了解基金定投业务和零存整取等储蓄方式的区别。 定期定额
投资是引导投资人进行长期投资、 平均投资成本的一种简单易行的投资方式，但
是定投业务并不能规避基金投资所固有的风险， 不能保证投资人获得收益， 也不
是替代储蓄的等效理财方式。

特此公告。
圆信永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0 年 3 月 5 日

泰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投资者使用港澳台居民居住证
办理开放式基金相关业务的公告

依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于 2018 年 8 月 31 日发布《关于投资者使用港
澳台居民居住证办理中国结算开放式基金相关业务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自 2018
年 9 月 1 日起，允许个人投资者使用港澳台居民居住证办理开放式基金相关业务。

为配合投资者在泰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我公司”）办理基金交易业务，自
2020年 3月 5日起，对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及我公司作为登记机构的基金账
户体系同步实施对个人投资者用以开立基金账户的证件类型增加港澳台居民居住证的
措施。

一、允许个人投资者使用港澳台居民居住证开户
自 2020年 3月 5日起，投资者通过银行、证券公司和第三方销售机构等基金销售机

构开立基金账户将支持销售机构申报证件类型为“港澳台居民居住证”的开户申请。 投资
者开立基金账户应提供完善的身份信息，包括但不限于姓名、性别、国籍、职业、通讯地
址、联系电话、身份证件或身份证明文件的种类、号码和证件有效期限等。

银行、证券公司、第三方销售机构等基金销售机构另有规定的，以基金销售机构的规

定为准。投资者使用港澳台居民居住证通过我公司直销系统开户的暂不支持，具体开通
时间另行公告。

二、投资者可以通过以下途径查询相关详情
1、各基金销售机构的销售网点；
2、我公司客服电话：400-888-5988、021-38784566
3、我公司网站：www.ftfund.com
风险提示：我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财产,但不保

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请投资者于投资前认
真阅读各只基金的《基金合同》和《招募说明书》（更新）及其他相关公告。

特此公告。

泰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0 年 3 月 5 日

为进一步降低投资者交易成本，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决定自 2020 年 3 月 5 日起对本公司旗下所有前端收费模式基金在直销柜台办理申
购、认购及转换业务实施费率优惠，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适用渠道
本次费率优惠活动仅限于基金管理人直销柜台渠道。
二、适用基金范围
本公司旗下已开通直销柜台认购业务且认购费率不为零的前端收费模式的开

放式基金， 以及本公司旗下已开通直销柜台申购业务且申购费率不为零的前端收
费模式的开放式基金。 认购、申购费率计入基金资产、固定费率及基金法律文件有
特殊规定的开放式基金除外。

优惠活动期间内处于认购期的开放式基金，如无特殊规定且满足上述基金范围
要求的，适用于本次费率优惠。 优惠活动期间内开放申购的开放式基金，如无特殊
规定且满足上述基金范围要求的，适用于本次费率优惠。

三、优惠活动时间
本次优惠活动时间自 2020 年 3 月 5 日起，结束时间本公司届时将另行公告，敬

请投资者留意。
四、费率优惠情况
优惠活动期间， 凡通过本公司直销柜台办理上述基金认购、 申购及转换业务

的，享受认购费率、申购费率 1 折优惠，转换费用中的申购费补差部分享受费率 1
折优惠。

五、重要提示
1、本公司自 2020 年 3 月 5 日之后开始发行或成立的所有开放式基金，与现有

存续基金一致，同样适用于上述费率优惠规则。
2、通过本公司直销柜台办理申购、认购及转换业务的养老金客户，相关费率适

用我司养老金客户费率优惠活动与直销柜台费率优惠活动的孰低者。
3、本公告涉及相关费率优惠活动的最终解释权归本公司所有，优惠活动期间，

业务办理的相关规则及流程以本公司的安排和规定为准。
4、如有疑问，请拨打博时一线通：95105568（免长途话费）或登录本公司网站

www.bosera.com 获取相关信息。
5、风险提示
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财产 ,但不保证基金

一定盈利 ,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投资者投资本公司旗下基金前应认真阅读基金的基
金合同、更新的招募说明书。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0 年 3 月 5 日

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旗下所有前端收费模式基金
在直销柜台实施费率优惠的公告

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增加国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为旗下部分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代销机构且开通定投、

转换业务及参加申购、定投费率优惠活动的公告
根据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与国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国联证券”）签署的销售代理协议，针对本公司旗下部分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开通如
下业务：

一、开户业务和基金的申购、赎回业务
自 2020年 3月 5日起，本公司旗下部分基金产品新增国联证券为代销机构，具体产

品如列表所示：
基金代码 基金名称
000029 富国宏观策略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00058 富国产业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A类

即日起，投资者可通过国联证券办理开户业务以及上述基金的申购、赎回业务（仅限
前端收费模式）。 具体的业务流程、办理时间和办理方式以国联证券的规定为准。

二、申购费率优惠业务
自 2020 年 3 月 5 日起（具体截止日期以国联证券公告为准），投资者通过国联证券

申购上述基金，其申购费率（仅限前端收费模式）实行最低为 1 折的优惠，若原申购费率
是固定费用的，则按其规定的固定费用执行，不再享有费率折扣。 上述基金原申购费率以
上述基金《招募说明书》及相关最新公告公布的费率为准。 具体费率优惠详情敬请投资者
留意国联证券的公告。

三、开通定投业务及定投费率优惠
自 2020 年 3 月 5 日起（具体截止日期以国联证券公告为准），投资者可通过国联证

券办理上述基金的定期定额投资业务，定投起点金额为 10 元。 其申购费率（仅限前端收
费模式）实行最低为 1 折的优惠，若原申购费率是固定费用的，则按其规定的固定费用执
行，不再享有费率折扣。 上述基金原申购费率以其《招募说明书》或相关公告最新公布的
费率为准。 具体申购费率优惠详情敬请投资者留意国联证券的公告。

四、开通基金转换业务
自 2020年 3月 5日起，投资者可通过国联证券办理上述基金的转换业务（仅限前端

收费模式）。 基金转换的业务规则请参见对应基金已开通转换业务的公告或更新的招募
说明书。

五、重要提示
1、本优惠活动仅适用于处于正常申购期的基金产品的前端收费模式的申购（含定

投申购）手续费，不包括上述基金的后端收费模式的申购手续费以及处于基金募集期的
基金认购费，也不包括基金转换业务等其他业务的基金手续费。

2、投资者在国联证券办理上述基金投资业务，具体办理规则及程序请遵循国联证
券的规定。

3、费率优惠解释权归国联证券所有，有关费率优惠的具体规定如有变化，敬请投资
者留意国联证券的有关公告。

投资者可以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情况：
国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95570
公司网站：www.glsc.com.cn
投资者也可以通过以下方式联系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进行咨询：
客户服务电话：95105686，4008880688（全国统一，均免长途话费）
网址：www.fullgoal.com.cn
风险提示：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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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投资者投资于上述基
金前应认真阅读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及相关公告。

投资人应当充分了解基金定期定额投资和零存整取等储蓄方式的区别。 定期定额
投资是引导投资人进行长期投资、平均投资成本的一种简单易行的投资方式。但是定期
定额投资并不能规避基金投资所固有的风险，不能保证投资人获得收益，也不是替代储
蓄的等效理财方式。

本公告的解释权归本公司所有。
特此公告。

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二〇年三月五日

国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西藏东方财富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新增销售旗下部分基金并开通转换业务的公告

根据国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基金管理人”）与西藏东方财富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方财富证券”）签署的基金销售协议，经双方协商一致，
东方财富证券决定自 2020 年 3 月 5 日起新增销售本基金管理人旗下部分基金并开
通转换业务。 投资人可通过东方财富证券办理基金的开户、申购、转换、赎回等业
务。 具体公告如下：

一、适用基金列表：
基金代码 基金名称

000103 国泰中国企业境外高收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000199 国泰量化策略收益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00218 国泰黄金交易型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A类）

000362 国泰聚信价值优势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

000363 国泰聚信价值优势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C类）

000367 国泰安康定期支付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

000511 国泰国策驱动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

000512 国泰沪深 300指数增强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

000526 国泰浓益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

000742 国泰新经济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00953 国泰睿吉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

000954 国泰睿吉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C类）

001265 国泰兴益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

001542 国泰互联网+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001576 国泰智能装备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001579 国泰大农业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001626 国泰央企改革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001645 国泰大健康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001789 国泰量化收益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01790 国泰智能汽车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001922 国泰多策略收益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01936 国泰全球绝对收益型基金优选证券投资基金（人民币）

002055 国泰兴益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C类）

002059 国泰浓益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C类）

002061 国泰安康定期支付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C类）

002062 国泰国策驱动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C类）

002063 国泰沪深 300指数增强型证券投资基金（C类）

002197 国泰鑫策略价值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02458 国泰民利策略收益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02489 国泰民福策略价值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03515 国泰利是宝货币市场基金

003516 国泰融安多策略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03593 国泰景气行业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03760 国泰中证 500指数增强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

003761 国泰中证 500指数增强型证券投资基金（C类）

003955 国泰民丰回报定期开放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

004161 国泰中国企业信用精选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QDII)（A类-人民币）

004164 国泰中国企业信用精选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QDII)（C类-人民币）

004253 国泰黄金交易型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C类）

005095 国泰量化成长优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

005096 国泰量化成长优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C类）

005185 国泰招惠收益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

005244 国泰聚优价值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

005245 国泰聚优价值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C类）

005246 国泰可转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005726 国泰价值精选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05730 国泰江源优势精选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05746 国泰聚利价值定期开放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

005816 国泰农惠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

005819 国泰优势行业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05867 国泰沪深 300指数证券投资基金（C类）

005970 国泰消费优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006037 国泰瑞和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006116 国泰丰祺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006475 国泰嘉睿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006596 国泰聚禾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006597 国泰利享中短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

006598 国泰利享中短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C类）

006756 国泰中证生物医药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A类）

006757 国泰中证生物医药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C类）

007214 国泰惠丰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007231 国泰民安养老目标日期 2040三年持有期混合型基金中基金(FOF)***

007817 国泰中证全指通信设备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发起式联接基金（A类）

007818 国泰中证全指通信设备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发起式联接基金（C类）

007835 国泰鑫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08017 国泰惠信三年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

020001 国泰金鹰增长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20002 国泰金龙债券证券投资基金（A类）

020003 国泰金龙行业精选证券投资基金

020005 国泰金马稳健回报证券投资基金

020007 国泰货币市场证券投资基金

020009 国泰金鹏蓝筹价值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20010 国泰金牛创新成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20011 国泰沪深 300指数证券投资基金（A类）

020012 国泰金龙债券证券投资基金（C类）

020015 国泰区位优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20018 国泰金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20019 国泰双利债券证券投资基金（A类）

020020 国泰双利债券证券投资基金（C类）

020021 国泰上证 180金融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

020022 国泰策略价值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20023 国泰事件驱动策略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20026 国泰成长优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20031 国泰现金管理货币市场基金（A类）

020032 国泰现金管理货币市场基金（B类）

020033 国泰民安增利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A类）

020034 国泰民安增利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C类）

160211 国泰中小盘成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LOF)

160212 国泰估值优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LOF)

160213 国泰纳斯达克 100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

160215 国泰价值经典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LOF)

160216 国泰大宗商品配置证券投资基金(LOF)

160218 国泰国证房地产行业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

160219 国泰国证医药卫生行业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

160220 国泰民益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LOF)（A类）

160221 国泰国证有色金属行业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

160222 国泰国证食品饮料行业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

160223 国泰创业板指数证券投资基金(LOF)

160224 国泰深证 TMT50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

160225 国泰国证新能源汽车指数证券投资基金(LOF)

160226 国泰民益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LOF)（C类）

501016 国泰中证申万证券行业指数证券投资基金(LOF)

501017 国泰融丰外延增长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LOF)

501019 国泰国证航天军工指数证券投资基金(LOF)

501027 国泰融信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LOF)

501309 国泰恒生港股通指数证券投资基金(LOF)

519020 国泰金泰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

519021 国泰金鼎价值精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519022 国泰金泰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C类）

519606 国泰金鑫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注：1、 上述表格内标注 * 的国泰民丰回报定期开放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 国泰招惠收益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国泰聚利价值定期开放灵活
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国泰农惠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国泰惠信三
年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暂处于封闭期， 自上述基金进入开放期之日起，
投资者可通过东方财富证券办理相关业务。

2、 上述表格内标注 ** 的国泰纳斯达克 100 指数证券投资基金目前处于暂停
申购（含定投）业务状态，自该基金恢复相关业务之日起，投资者可通过东方财富
证券进行办理。

3、 上述表格内标注 *** 的国泰民安养老目标日期 2040 三年持有期混合型基
金中基金(FOF)的目标日期指 2040 年底的最后一个工作日。 目标日期前，基金份额
持有人持有的每份基金份额最短持有期限为 3 年， 在最短持有期限内该份基金份
额不可赎回，自最短持有期限的下一工作日起（含该日）可赎回，请投资者做好资
金安排。

4、上述表格内基金的申购最低金额限制，转换、赎回最低份额限制请详见本基
金管理人发布的相关业务公告， 如东方财富证券有不同规定， 投资者通过东方财
富证券办理相关业务时，需同时遵循东方财富证券的具体规定。

5、投资者通过东方财富证券办理上述表格内基金的申购、转换业务，是否享受
费率优惠、具体折扣费率及费率优惠活动期限以东方财富证券活动公告为准。

二、转换业务规则
1、基金转换业务是指投资者在同一销售机构持有本基金管理人管理的开放式

基金基金份额后， 可将其持有的基金份额直接转换成本基金管理人管理的由该销
售机构销售的其他开放式基金的基金份额， 而不需要先赎回已持有的基金份额，
再申购目标基金的一种业务模式。

2、同一基金 A/C 类收费模式之间不可进行转换。
3、若涉及由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担任注册登记机构的基金的转换

业务仅限于通过本基金管理人直销柜台渠道办理。
4、上述基金的转换业务开通情况，请参见本基金管理人发布的相关业务公告。
5、本基金管理人旗下管理的基金的转换业务规则的解释权归国泰基金管理有

限公司。
三、投资者可以通过以下渠道办理相关业务
1、西藏东方财富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上海市徐汇区宛平南路 88 号东方财富大厦
客服电话：95357
网址：www.18.cn
2、国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地址：上海市虹口区公平路 18 号 8 号楼嘉昱大厦 16-19 层
客服电话：400-888-8688
网址：www.gtfund.com
风险提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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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资者投资于本基金管理人管理
的基金时应认真阅读《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法律文件，了解基金产品的详
细情况， 选择与自己风险识别能力和风险承受能力相匹配的基金， 并注意投资风
险。

特此公告。
国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0 年 3 月 5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