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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旗下部分开放式基金增加盛京银行为销售机构的公告

根据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与盛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盛京银行”）签署的基金销售服务协议，自 2020 年 7 月 1 日起，本公司
增加盛京银行为旗下部分开放式基金销售机构并开通相关业务。

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适用基金及业务范围
投资者可通过盛京银行办理列表中对应基金的相关业务，具体的业务流程、办

理时间和办理方式以盛京银行的规定为准。

序号 基金
代码 基金名称 申购赎

回业务
定期定
额投资

转换
业务

1 002969 易方达丰和债券型基金 开通 开通 开通

2 005827 易方达蓝筹精选混合型基金 开通 开通 开通

3 007525 易方达年年恒夏纯债一年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
基金 A 开通 不开通 开通

4 007526 易方达年年恒夏纯债一年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
基金 C 开通 不开通 开通

5 008556 易方达裕富债券型基金 A 开通 开通 开通

6 008557 易方达裕富债券型基金 C 开通 开通 开通

7 110037 易方达纯债债券型基金 A 开通 开通 开通

8 110038 易方达纯债债券型基金 C 开通 开通 开通

注：1. 易方达年年恒夏纯债一年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基金处于封闭运作期，
暂不办理申购等业务，该基金开放相关业务的具体时间本公司将另行公告；

2.易方达蓝筹精选混合型基金仅开放转换转入业务，转换转出业务暂不开放，
具体开放时间本公司将另行公告。

二、关于本公司在盛京银行推出旗下部分开放式基金的定期定额投资业务
定期定额投资业务是指投资者可通过基金管理人指定的销售机构提交申请，

约定每期扣款时间、扣款金额，由指定的销售机构于每期约定扣款日在投资者指定
资金账户内自动完成扣款，并提交基金申购申请的一种长期投资方式，该业务相关
规定如下：

1.除另有公告外，定期定额投资费率与日常申购费率相同。
2.定期定额投资每期扣款金额：投资者通过盛京银行办理定期定额投资业务，

起点金额为 100 元。 盛京银行将按照与投资者申请时所约定的每期约定扣款日、扣
款金额扣款，并在与基金日常申购业务相同的受理时间内提交申请。 若遇非基金开
放日时，扣款是否顺延以盛京银行的具体规定为准。 具体扣款方式以盛京银行的相
关业务规则为准。

3.基金的注册登记人按照基金申购申请日（T 日）的基金份额净值为基准计算
申购份额，申购份额通常将在 T+1 工作日确认成功后直接计入投资者的基金账户，
投资者可自 T+2 工作日起查询申购成交情况。

4.当发生限制申购或暂停申购的情形时，除另有公告外，定期定额投资与日常

申购按相同的原则确认。
5.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的其它具体办理程序请遵循盛京银行的有关规定。
三、重要提示
1. 本公司所管理的尚未开通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的开放式基金及今后发行的开

放式基金是否开通定期定额投资业务将根据具体情况确定并另行公告。 若今后盛
京银行依据法律法规及基金相关法律文件对定期定额投资起点金额进行调整，在
不低于本公司对各基金设定的定期定额投资起点金额的前提下， 以盛京银行最新
规定为准。

2. 基金转换是指基金份额持有人按照基金合同和基金管理人届时有效公告规
定的条件，申请将其持有基金管理人管理的、某一基金的基金份额转为基金管理人
管理的、且由同一注册登记机构办理注册登记的其他基金基金份额的行为。 基金转
换业务规则与转换费用请仔细阅读各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更新）等法律
文件及相关公告。

3.上述基金最新交易状态请关注本公司相关公告。
4.本公告的解释权归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所有。
四、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
1.盛京银行
注册地址：沈阳市沈河区北站路 109 号
办公地址：沈阳市沈河区北站路 109 号

法定代表人：邱火发
联系人：吴硕
客户服务电话：95337
网址：www.shengjingbank.com.cn
2.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400-881-8088
网址：www.efund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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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

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销售机构根据法规要求对投资者
类别、风险承受能力和基金的风险等级进行划分，并提出适当性匹配意见。 投资者
在投资基金前应认真阅读基金合同和招募说明书（更新）等基金法律文件，全面认
识基金产品的风险收益特征， 在了解产品情况及听取销售机构适当性意见的基础
上，根据自身的风险承受能力、投资期限和投资目标，对基金投资作出独立决策，选
择合适的基金产品。 基金管理人提醒投资者基金投资的“买者自负”原则，在投资者
作出投资决策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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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责。

特此公告。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0 年 7 月 1 日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旗下部分开放式基金增加华夏银行为销售机构的公告

根据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与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华夏银行”）签署的基金销售服务协议，自 2020 年 7 月 1 日起，本公司
增加华夏银行为旗下部分开放式基金销售机构并开通相关业务。

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适用基金及业务范围
投资者可通过华夏银行办理列表中对应基金的相关业务，具体的业务流程、办

理时间和办理方式以华夏银行的规定为准。

序号 基金
代码 基金名称 申购赎回业

务
定期定额

投资 转换业务

1 001513 易方达信息产业混合型基金 开通 开通 开通

2 002969 易方达丰和债券型基金 开通 开通 开通

3 004742 易方达深证 100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基金联
接基金 C 开通 开通 开通

4 007339 易方达沪深 300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发起式
基金联接基金 C 开通 开通 开通

5 007997 易方达年年恒秋纯债一年定期开放债券型
发起式基金 A 不开通 不开通 不开通

6 007998 易方达年年恒秋纯债一年定期开放债券型
发起式基金 C 不开通 不开通 不开通

7 009292 易方达年年恒春纯债一年定期开放债券型
发起式基金 A 不开通 不开通 不开通

8 009293 易方达年年恒春纯债一年定期开放债券型
发起式基金 C 不开通 不开通 不开通

注：易方达年年恒秋纯债一年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基金、易方达年年恒春纯
债一年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基金处于封闭运作期，暂不办理申购等业务，上述基
金开放相关业务的具体时间本公司将另行公告。

二、关于本公司在华夏银行推出旗下部分开放式基金的定期定额投资业务
定期定额投资业务是指投资者可通过基金管理人指定的销售机构提交申请，

约定每期扣款时间、扣款金额，由指定的销售机构于每期约定扣款日在投资者指定
资金账户内自动完成扣款，并提交基金申购申请的一种长期投资方式，该业务相关
规定如下：

1.除另有公告外，定期定额投资费率与日常申购费率相同。
2.定期定额投资每期扣款金额：投资者通过华夏银行办理定期定额投资业务，

起点金额为 100 元。 华夏银行将按照与投资者申请时所约定的每期约定扣款日、扣
款金额扣款，并在与基金日常申购业务相同的受理时间内提交申请。 若遇非基金开
放日时，扣款是否顺延以华夏银行的具体规定为准。 具体扣款方式以华夏银行的相
关业务规则为准。

3.基金的注册登记人按照基金申购申请日（T 日）的基金份额净值为基准计算

申购份额，申购份额通常将在 T+1 工作日确认成功后直接计入投资者的基金账户，
投资者可自 T+2 工作日起查询申购成交情况。

4.当发生限制申购或暂停申购的情形时，除另有公告外，定期定额投资与日常
申购按相同的原则确认。

5.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的其它具体办理程序请遵循华夏银行的有关规定。
三、重要提示
1. 本公司所管理的尚未开通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的开放式基金及今后发行的开

放式基金是否开通定期定额投资业务将根据具体情况确定并另行公告。 若今后华
夏银行依据法律法规及基金相关法律文件对定期定额投资起点金额进行调整，在
不低于本公司对各基金设定的定期定额投资起点金额的前提下， 以华夏银行最新
规定为准。

2. 基金转换是指基金份额持有人按照基金合同和基金管理人届时有效公告规
定的条件，申请将其持有基金管理人管理的、某一基金的基金份额转为基金管理人
管理的、且由同一注册登记机构办理注册登记的其他基金基金份额的行为。 基金转
换业务规则与转换费用请仔细阅读各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更新）等法律
文件及相关公告。

3.上述基金最新交易状态请关注本公司相关公告。
4.本公告的解释权归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所有。
四、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
1.华夏银行
注册地址：北京市东城区建国门内大街 22 号

办公地址：北京市东城区建国门内大街 22 号华夏银行大厦
法定代表人：李民吉
联系人：刘湘波
客户服务电话：95577
传真：010-85238680
网址：www.hxb.com.cn
2.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400-881-8088
网址：www.efund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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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

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销售机构根据法规要求对投资者
类别、风险承受能力和基金的风险等级进行划分，并提出适当性匹配意见。 投资者
在投资基金前应认真阅读基金合同和招募说明书（更新）等基金法律文件，全面认
识基金产品的风险收益特征， 在了解产品情况及听取销售机构适当性意见的基础
上，根据自身的风险承受能力、投资期限和投资目标，对基金投资作出独立决策，选
择合适的基金产品。 基金管理人提醒投资者基金投资的“买者自负”原则，在投资者
作出投资决策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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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责。

特此公告。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0 年 7 月 1 日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旗下部分开放式基金增加深圳农村商业银行为销售机构的公告

根据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与深圳农村商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深圳农村商业银行”）签署的基金销售服务协议，自 2020 年 7
月 1 日起， 本公司增加深圳农村商业银行为旗下部分开放式基金销售机构并开通
相关业务。

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适用基金及业务范围
投资者可通过深圳农村商业银行办理列表中对应基金的相关业务， 具体的业

务流程、办理时间和办理方式以深圳农村商业银行的规定为准。

序号 基金代码 基金名称 申购赎回业
务

定期定额
投资

转换业
务

1 005875 易方达中盘成长混合型基金 开通 开通 开通

2 008286 易方达研究精选股票型基金 开通 开通 开通

二、 关于本公司在深圳农村商业银行推出旗下部分开放式基金的定期定额投
资业务

定期定额投资业务是指投资者可通过基金管理人指定的销售机构提交申请，

约定每期扣款时间、扣款金额，由指定的销售机构于每期约定扣款日在投资者指定
资金账户内自动完成扣款，并提交基金申购申请的一种长期投资方式，该业务相关
规定如下：

1.除另有公告外，定期定额投资费率与日常申购费率相同。
2.定期定额投资每期扣款金额：投资者通过深圳农村商业银行办理定期定额投

资业务，起点金额为 1 元。 深圳农村商业银行将按照与投资者申请时所约定的每期
约定扣款日、 扣款金额扣款， 并在与基金日常申购业务相同的受理时间内提交申
请。 若遇非基金开放日时，扣款是否顺延以深圳农村商业银行的具体规定为准。 具
体扣款方式以深圳农村商业银行的相关业务规则为准。

3.基金的注册登记人按照基金申购申请日（T 日）的基金份额净值为基准计算
申购份额，申购份额通常将在 T+1 工作日确认成功后直接计入投资者的基金账户，
投资者可自 T+2 工作日起查询申购成交情况。

4.当发生限制申购或暂停申购的情形时，除另有公告外，定期定额投资与日常
申购按相同的原则确认。

5. 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的其它具体办理程序请遵循深圳农村商业银行的有关规
定。

三、重要提示
1. 本公司所管理的尚未开通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的开放式基金及今后发行的开

放式基金是否开通定期定额投资业务将根据具体情况确定并另行公告。 若今后深
圳农村商业银行依据法律法规及基金相关法律文件对定期定额投资起点金额进行
调整，在不低于本公司对各基金设定的定期定额投资起点金额的前提下，以深圳农
村商业银行最新规定为准。

2. 基金转换是指基金份额持有人按照基金合同和基金管理人届时有效公告规
定的条件，申请将其持有基金管理人管理的、某一基金的基金份额转为基金管理人
管理的、且由同一注册登记机构办理注册登记的其他基金基金份额的行为。 基金转
换业务规则与转换费用请仔细阅读各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更新）等法律
文件及相关公告。

3.上述基金最新交易状态请关注本公司相关公告。
4.本公告的解释权归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所有。
四、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
1.深圳农村商业银行
注册地址：深圳市罗湖区深南东路 3038 号
办公地址：深圳市罗湖区深南东路 3038 号合作金融大厦
法定代表人：李光安
联系人：陈泽鑫
联系电话：0755-25188271

客户服务电话：4001961200
网址：http://www.4001961200.com/
2.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400-881-8088
网址：www.efund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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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

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销售机构根据法规要求对投资者
类别、风险承受能力和基金的风险等级进行划分，并提出适当性匹配意见。 投资者
在投资基金前应认真阅读基金合同和招募说明书（更新）等基金法律文件，全面认
识基金产品的风险收益特征， 在了解产品情况及听取销售机构适当性意见的基础
上，根据自身的风险承受能力、投资期限和投资目标，对基金投资作出独立决策，选
择合适的基金产品。 基金管理人提醒投资者基金投资的“买者自负”原则，在投资者
作出投资决策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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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责。

特此公告。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0 年 7 月 1 日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旗下部分开放式基金增加浦发银行为销售机构的公告

根据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与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浦发银行”）签署的基金销售服务协议，自 2020 年 7 月 1 日
起，本公司增加浦发银行为旗下部分开放式基金销售机构并开通相关业务。

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适用基金及业务范围
投资者可通过浦发银行办理列表中对应基金的相关业务，具体的业务流程、办

理时间和办理方式以浦发银行的规定为准。

序号 基金
代码 基金名称 申购赎回

业务
定期定额

投资
转换
业务

1 007548 易方达 ESG 责任投资股票型发起式基金 开通 开通 开通

2 009051 易方达中证红利交易型开放式指数基金发
起式联接基金 A 不开通 不开通 不开通

3 009052 易方达中证红利交易型开放式指数基金发
起式联接基金 C 不开通 不开通 不开通

注：2020 年 7 月 1 日至 2020 年 7 月 21 日为易方达中证红利交易型开放式指数
基金发起式联接基金的认购期。

二、关于本公司在浦发银行推出旗下部分开放式基金的定期定额投资业务
定期定额投资业务是指投资者可通过基金管理人指定的销售机构提交申请，

约定每期扣款时间、扣款金额，由指定的销售机构于每期约定扣款日在投资者指定
资金账户内自动完成扣款，并提交基金申购申请的一种长期投资方式，该业务相关
规定如下：

1.除另有公告外，定期定额投资费率与日常申购费率相同。
2.定期定额投资每期扣款金额：投资者通过浦发银行办理定期定额投资业务，

起点金额为 300 元。 浦发银行将按照与投资者申请时所约定的每期约定扣款日、扣
款金额扣款，并在与基金日常申购业务相同的受理时间内提交申请。 若遇非基金开
放日时，扣款是否顺延以浦发银行的具体规定为准。 具体扣款方式以浦发银行的相
关业务规则为准。

3.基金的注册登记人按照基金申购申请日（T 日）的基金份额净值为基准计算
申购份额，申购份额通常将在 T+1 工作日确认成功后直接计入投资者的基金账户，
投资者可自 T+2 工作日起查询申购成交情况。

4.当发生限制申购或暂停申购的情形时，除另有公告外，定期定额投资与日常
申购按相同的原则确认。

5.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的其它具体办理程序请遵循浦发银行的有关规定。
三、重要提示
1. 本公司所管理的尚未开通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的开放式基金及今后发行的开

放式基金是否开通定期定额投资业务将根据具体情况确定并另行公告。 若今后浦
发银行依据法律法规及基金相关法律文件对定期定额投资起点金额进行调整，在
不低于本公司对各基金设定的定期定额投资起点金额的前提下， 以浦发银行最新
规定为准。

2. 基金转换是指基金份额持有人按照基金合同和基金管理人届时有效公告规
定的条件，申请将其持有基金管理人管理的、某一基金的基金份额转为基金管理人
管理的、且由同一注册登记机构办理注册登记的其他基金基金份额的行为。 基金转
换业务规则与转换费用请仔细阅读各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更新）等法律
文件及相关公告。

3.上述基金最新交易状态请关注本公司相关公告。
4.本公告的解释权归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所有。
四、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
1.浦发银行
注册地址：上海市中山东一路 12 号
办公地址：上海市中山东一路 12 号
法定代表人：郑杨
联系人：赵守良
联系电话：021-61618888
客户服务电话：95528

传真：021-63604196
网址：www.spdb.com.cn
2.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400-881-8088
网址：www.efund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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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

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销售机构根据法规要求对投资者
类别、风险承受能力和基金的风险等级进行划分，并提出适当性匹配意见。 投资者
在投资基金前应认真阅读基金合同和招募说明书（更新）等基金法律文件，全面认
识基金产品的风险收益特征， 在了解产品情况及听取销售机构适当性意见的基础
上，根据自身的风险承受能力、投资期限和投资目标，对基金投资作出独立决策，选
择合适的基金产品。 基金管理人提醒投资者基金投资的“买者自负”原则，在投资者
作出投资决策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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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责。

特此公告。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0 年 7 月 1 日

关于兴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旗下部分基金参加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手机银行渠道基金申购（含定期定额投资申购）费率优惠活动的公告

为答谢广大客户长期以来给予的信任与支持， 更好地满足广大投资者的理财
需求，经与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交通银行”）协商一致，兴业基金管理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决定，本公司于 2020 年 7 月 1 日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期间旗下部分基金参加交通银行手机银行渠道基金申购、定期定额投资申购（以
下简称：“定投申购”）费率优惠活动。 现具体费率优惠情况公告如下：

一、适用投资者范围
通过交通银行手机银行渠道申购及定期定额投资指定开放式基金的投资者。
二、适用基金
由本公司管理， 在交通银行手机银行渠道上销售的具有前端申购费率的开放

式基金参加本次申购及定期定额投资手续费率优惠活动。 原基金申购费率按笔收
取固定费用的不再享有费率优惠。 具体产品如下：

基金名称 基金简称 基金代码

兴业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兴业定开债券 A 000546
兴业多策略灵活配置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兴业多策略混合 000963
兴业年年利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兴业年年利定开债券 001019
兴业收益增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兴业收益增强债券 A 001257
兴业国企改革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兴业国企改革混合 001623

兴业优债增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兴业优债增利债券 A 002338

兴业中债 1-3 年政策性金融债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兴业中债 1-3 政策性金融
债 A 002659

兴业聚源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兴业聚源灵活配置混合 002660
兴业聚丰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兴业聚丰灵活配置混合 002668
兴业龙腾双益平衡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兴业龙腾双益平衡混合 005706

三、活动内容
1、费率优惠活动时间：2020 年 7 月 1 日 00:00 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 24:00。
2、在费率优惠活动期间，凡已领取基金 1 折权益的个人投资者，通过交通银行

手机银行渠道申购上述开放式基金（限前端收费模式）， 享受基金申购手续费率 1
折优惠。 基金 1 折权益是指：在费率优惠活动期间，通过交通银行手机银行渠道领
取的可享受基金申购、定投费率 1 折优惠的权益。

3、在费率优惠活动期间，凡已领取基金 1 折权益的个人投资者，通过交通银行
手机银行渠道签约定投协议，并于费率优惠活动期间成功扣款的定投交易，享受定
投 1 折费率优惠。

4、本公司参加交通银行手机银行渠道申购（含定投申购）费率优惠活动的基金
名单及各基金享受的具体折扣费率以交通银行手机银行页面公示为准， 投资者亦
可致电交通银行咨询。

5、各基金原申购费率请详见各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法律文件，以及
本公司发布的最新业务公告。

6、在费率优惠活动期间，如本公司新增通过交通银行销售的开放式基金，则自
该基金在交通银行开通申购、定投申购业务当日起，将同时开通该基金上述费率优
惠。

四、重要提示
1、未领取基金 1 折权益的客户在手机银行不享受本次费率优惠。
2、交通银行手机银行基金申购及定投手续费率优惠仅针对处于正常申购期的

指定开放式基金(前端模式)申购及定投手续费。 不包括转换费率、后端收费模式基
金的申购及定投、处于基金募集期的开放式基金认购手续费。“前端模式申购”是指
申购基金时就需要支付申购费的购买方式。

3、客户通过柜面、网银等非手机银行渠道签约的定投协议在手机银行渠道费
率优惠活动期间内的扣款不享受 1 折费率优惠。

4、费率优惠活动期间，客户在手机银行进行基金组合产品的申购与定投享受 1
折费率优惠（无前端申购费率或不支持费率优惠的开放式基金除外）。

5、费率优惠解释权归交通银行所有，有关费率优惠的具体规定如有变化，以交
通银行的有关公告为准，敬请投资者留意。

6、上述费率优惠活动解释权归交通银行所有。 优惠活动期间，业务规则和流程

以交通银行的安排和规定为准。 投资者欲了解各基金的详细情况，请仔细阅读各基
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法律文件。

五、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详情
1、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95559
网站：www.bankcomm.com
2、兴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400-0095-561
网站：http://www.cib-fun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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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金的过往业绩及其净值高低并不预示
其未来业绩表现。 投资者投资基金前应认真阅读基金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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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匹配的产品。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兴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0 年 7 月 1 日

摩根士丹利华鑫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旗下部分基金参与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手机银行申购及定期定额投资申购费率优惠活动的公告

为满足广大投资者的理财需求，摩根士丹利华鑫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本公司”）经与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交通银行”）协商一致，决定自
2020 年 7 月 1 日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 24:00 期间， 本公司旗下部分基金参与交通
银行手机银行渠道申购及定期定额投资申购费率优惠活动。 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
下：

一、适用基金
1.摩根士丹利华鑫资源优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LOF)�（基金代码：163302）
2.摩根士丹利华鑫强收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233005）
3.摩根士丹利华鑫领先优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233006）
4.摩根士丹利华鑫卓越成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233007）
5.摩根士丹利华鑫消费领航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233008）
6.摩根士丹利华鑫多因子精选策略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233009）
7.摩根士丹利华鑫深证 300 指数增强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233010）
8.摩根士丹利华鑫主题优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233011）
9.摩根士丹利华鑫多元收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A 类 233012/C 类

233013）
10.摩根士丹利华鑫量化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A（基金代码：233015）

11. 摩根士丹利华鑫双利增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A 类 000024/C
类 000025）

12.摩根士丹利华鑫品质生活精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000309）
13.摩根士丹利华鑫进取优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000594）
14.摩根士丹利华鑫纯债稳定添利 18 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

代码：A 类 000415/C 类 000416）
15. 摩根士丹利华鑫优质信价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代码 ：A 类

000419/C 类 000420）
16.摩根士丹利华鑫量化多策略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001291）
17.摩根士丹利华鑫纯债稳定增值 18 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

代码：A 类 001859/C 类 001860）
18.摩根士丹利华鑫健康产业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002708）
19.摩根士丹利华鑫睿成中小盘弹性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003312）
摩根士丹利华鑫纯债稳定添利 18 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

码：A 类 000415/C 类 000416）、摩根士丹利华鑫纯债稳定增值 18 个月定期开放债券
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000064） 不开通定期定额投资业务， 且目前处于封闭
期，暂未开放申购业务，自开放之日起，参与本次优惠活动。 具体开放时间请参见本

公司公告。
二、费率优惠活动内容
1、自 2020 年 7 月 1 日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 24:00 期间，个人投资者通过交通

银行手机银行渠道申购上述基金的，基金申购费率享有 1 折优惠。
2、 个人投资者通过交通银行手机银行渠道签约上述基金的定期定额投资计

划，并于 2020 年 7 月 1 日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 24:00 期间成功扣款的，定期定额投
资申购费率享有 1 折优惠。

原申购费率适用固定费用的，则按原申购费率执行，不再享有上述费率优惠。
上述基金原申购费率标准详见各基金相关法律文件及本公司发布的最新业务公
告。

三、重要提示
1、本次费率优惠活动仅适用于处于正常申购期的上述基金（前端模式）申购手

续费和定期定额投资申购手续费， 不包括后端收费模式基金的申购及定期定额投
资、处于基金募集期的开放式基金认购手续费，也不包括基金转换业务的基金手续
费。

2、个人投资者通过交通银行柜面、网银等非手机银行渠道签约的定期定额投
资计划不适用本次费率优惠活动。

3、优惠活动期间，业务办理的流程以交通银行的规定为准。 本次活动的折扣及
活动起止时间如有变化，敬请投资者留意交通银行的有关公告。

4、本公告的解释权归摩根士丹利华鑫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所有。
四、业务咨询
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详情：
1、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95559
网站：www.bankcomm.com
2、摩根士丹利华鑫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400-8888-668（免长途费）
网站：www.msfunds.com.cn
特此公告。

摩根士丹利华鑫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二○年七月一日

海富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旗下基金投资关联方承销期内承销证券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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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及相关基金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
等有关规定，经履行适当的审批程序，海富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
司”）旗下部分基金参与了中船重工汉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船汉光”）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网下申购，本公司控
股股东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为本次发行的主承销商。 本次发行价格为 6.94 元 /
股，由发行人和主承销商根据初步询价结果，综合考虑发行人基本面、市场情况、同

行业上市公司估值水平、募集资金需求及承销风险等因素后协商确定。
根据法律法规、基金合同及中船汉光于 2020 年 6 月 29 日发布的《中船重工汉

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下发行初步配售结果公
告》，现将本公司旗下基金获配信息公告如下：

基金名称 获配证券名称 获配价格
（元）

获配数量
（股）

获配金额（元）

海富通内需热点混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 中船汉光 6.94 1421 9,861.74

海富通阿尔法对冲混合型发起式
证券投资基金 中船汉光 6.94 1421 9,861.74

海富通改革驱动灵活配置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 中船汉光 6.94 1421 9,861.74

海富通欣荣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 中船汉光 6.94 1421 9,861.74

海富通安益对冲策略灵活配置混
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中船汉光 6.94 1421 9,861.74

投 资 者 可 访 问 本 公 司 网 站 （www.hftfund.com）， 或 拨 打 客 户 服 务 电 话
40088-40099（免长途话费）咨询相关情况。

特此公告。

海富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0 年 7 月 1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