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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安信永泰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可能触发基金合同终止情形的提示性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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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信永泰定期开放
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以下简称“《基金合同》”）的有关规定，安信永泰定期开放债券型发
起式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本基金”）可能触发《基金合同》终止情形。 现将相关事项提示公告如下：

一、本基金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安信永泰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安信永泰定开债券
基金主代码 005479
基金运作方式 契约型开放式
基金合同生效日 2017年 12月 28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安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基金登记机构名称 安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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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作管理办法》、《公开
募集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安信永泰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
资基金基金合同》、《安信永泰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等

二、可能触发基金合同终止的情形说明
根据《基金合同》“第五部分 基金备案”中“三、基金存续期内的基金份额持有人数量和资产规模”的约

定：
“《基金合同》生效满 3年后本基金继续存续的，若在开放期最后一日基金资产净值加上当日申购和基

金转换中转入的基金份额对应的资产净值减去当日赎回和基金转换中转出的基金份额对应的资产净值低
于 5000万元，基金管理人应当终止《基金合同》，并根据《基金合同》第十九部分的约定进行财产清算，不需

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 ”
本基金本次开放期为 2022年 7月 29日至 2022年 8月 4日。 若本次开放期的最后一日（即 2022 年 8

月 4日）日终，本基金出现触发基金合同终止的上述情形，本基金将根据《基金合同》约定进入基金财产清算
程序并终止基金合同，无需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

三、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1、根据基金管理人于 2022年 7月 26日发布的《安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关于安信永泰定期开放债

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2022年度第三次开放申购、赎回和转换业务的公告》，本基金本次开放期为 2022
年 7月 29日至 2022年 8月 4日。 若出现上述触发基金合同终止的情形，本基金进入清算程序后将不再办
理申购、赎回及转换等业务。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妥善做好投资安排。

2、若出现触发基金合同终止的情形，本基金管理人将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基金合同等规定成立基金财
产清算小组，履行基金财产清算程序。 本基金正式进入清算程序后，投资者将无法办理本基金的申购、赎
回、定投、基金转换等业务，基金财产将在基金财产清算小组履行完毕清算程序后进行分配。 敬请投资者注
意投资风险，妥善做好投资安排。

3、投资者欲了解详情，请认真阅读本基金《基金合同》及《招募说明书》，也可登录本公司网站（www.
essencefund.com）查询或者拨打本基金管理人的客户服务电话 4008-088-088进行咨询。

4、本公告的解释权归安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所有。
风险揭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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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

保证最低收益。 投资人应认真阅读拟投资基金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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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承受能力相匹配的产品。

特此公告。
安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2022 年 8 月 3 日

关于财通匠心优选一年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参加部分代销机构基金申购费率优惠活动的公告
为答谢广大客户长期以来的信任与支持，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下称“本公司”）经与下述代销机构

协商一致，自 2022年 8月 4日起，对通过下述代销机构指定方式申购（含定期定额申购）本公司旗下财通匠
心优选一年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下称“本基金”，A 类基金代码：014915；C 类基金代码：014916）实
行费率优惠，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活动时间
自 2022年 8月 4日起，具体办理时间以下述代销机构办理时间为准。
二、适用投资者范围
本活动适用于依据有关法律法规和基金合同规定可以投资证券投资基金， 并通过下述代销机构指定

方式申购（含定期定额申购）本基金的投资者。
三、费率优惠内容
1、活动期间，投资者通过下述代销机构指定方式申购（含定期定额申购）本基金，其基金申购（含定期定

额申购）费率以下述代销机构活动公告为准；原申购费率为固定费用的，则按原费率执行，不再享有费率折
扣优惠。

2、费率优惠期限及内容以下述代销机构规定为准。
四、重要提示
1、本优惠活动仅适用于本公司旗下通过下述代销机构申购的，处于正常申购期（含定期定额申购）的

场外基金产品的前端收费模式的申购手续费，不包括基金赎回等其他业务的手续费。
2、凡在规定时间及规定产品范围以外的基金申购（含定期定额申购）不享受以上优惠；本活动基金申

购（含定期定额申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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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购手续费，不
包括场内基金的申购（含定期定额申购）、后端收费模式基金的申购（含定期定额申购）、处于基金封闭期的
开放式基金申购手续费。

3、C类基金份额在投资人申购时不收取申购费用， 而是根据基金合同约定的销售服务费率计提并支
付。

4、费率优惠活动解释权归下述代销机构所有，有关优惠活动的具体规定如有变化，敬请投资者留意下
述代销机构的有关公告。

5、费率优惠活动期间，业务办理的流程以下述代销机构的规定为准。 投资者欲了解基金产品的详细情
况，请仔细阅读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法律文件。

五、投资者可通过下述代销机构和本公司的客服热线或网站咨询有关详情
1、申万宏源证券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95523
公司网址：www.swhysc.com
2、申万宏源西部证券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4008000562
公司网址：www.swhysc.com
3、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400-820-9888
网址：www.ctfund.com
风险提示：
投资人应当充分了解基金定期定额申购和零存整取等储蓄方式的区别。 定期定额申购是引导投资人

进行长期投资、平均投资成本的一种简单易行的投资方式。 但是定期定额申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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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提醒投资者，投资者投资于基金
前应认真阅读本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文件。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二二年八月三日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旗下部分基金参加长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基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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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经与长城

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城证券”）协商一致，自 2022年 8月 4日起，对通过长城证券指定方式申购

（含定期定额申购）本公司旗下部分基金实行费率优惠，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活动时间
自 2022年 8月 4日起，具体办理时间为上海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正常交易日的交易时间。
二、适用基金
财通价值动量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720001）；
财通可转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A（基金代码：720002）；
财通收益增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A（基金代码：720003）；
中证财通中国可持续发展 100（ECPI ESG）指数增强型证券投资基金 A（基金代码：000042）；
财通成长优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001480）；
财通多策略精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LOF）（基金代码：501001）；
财通多策略升级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LOF）A（基金代码：501015）；
财通多策略福享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LOF）（基金代码：501026）；
财通多策略福瑞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LOF）A（基金代码：501028）；
财通福盛多策略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LOF）A（基金代码：501032）；
财通新视野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基金代码：005851；C类基金代码：005959）；
财通量化核心优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006157）；
财通集成电路产业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基金代码：006502；C类基金代码：006503）；
财通量化价值优选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005850）；
财通安瑞短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基金代码：006965；C类基金代码：006966）；
财通科创主题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LOF）（基金代码：501085）；
财通智慧成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基金代码：009062；C类基金代码：009063）；
财通行业龙头精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基金代码：006967；C类基金代码：006968）；
财通科技创新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基金代码：008983；C类基金代码：008984）；
财通景气行业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A（基金代码：010418）；
财通稳进回报 6个月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基金代码：010640；C类基金代码：010641）；
财通匠心优选一年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基金代码：014915；C类基金代码：014916）。
三、适用投资者范围
本活动适用于依据有关法律法规和基金合同规定可以投资证券投资基金， 并通过长城证券指定方式

申购（含定期定额申购）本公司上述基金的投资者。
四、费率优惠活动
1、活动期间，投资者通过长城证券指定方式申购（含定期定额申购）上述基金，其基金申购（含定期定额

申购）费率以长城证券活动公告为准；原申购费率为固定费用的，则按原费率执行，不再享有费率折扣优惠。
2、费率优惠期限及内容以长城证券规定为准。
五、重要提示
1、本优惠活动仅适用于本公司旗下通过长城证券申购（含定期定额申购）的，处于正常申购期（含定期

定额申购）的场外基金产品的前端收费模式的申购手续费。
2、凡在规定时间及规定产品范围以外的基金申购（含定期定额申购）不享受以上优惠；本活动基金申购

（含定期定额申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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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购手续费，不包括
场内基金的申购（含定期定额申购）、后端收费模式基金的申购（含定期定额申购）、处于基金封闭期的开放
式基金申购手续费。

3、部分基金根据销售费用收取方式的不同，将基金份额分为不同的类别的，C 类基金份额在投资人申
购时不收取申购费用，而是根据基金合同约定的销售服务费率计提并支付。

4、费率优惠活动解释权归长城证券所有，有关优惠活动的具体规定如有变化，敬请投资者留意长城证
券的有关公告。

5、费率优惠活动期间，业务办理的流程以长城证券的规定为准。 投资者欲了解基金产品的详细情况，
请仔细阅读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法律文件。

六、投资者可通过长城证券和本公司的客服热线或网站咨询有关详情
1、长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400-6666-888；95514
网址：www.cgws.com
2、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400-820-9888
网址：www.ctfund.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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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敬请投资人注意投资风险。 投资者投资基金前应认真阅读基金的基金合同、更新的招募说明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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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此公告。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二二年八月三日

民生加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旗下部分
开放式基金增加厦门国际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为销售机构并开通基金定期定额投资和
转换业务、同时参加费率优惠活动的公告

根据民生加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与厦门国际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厦门
国际银行”）签署的基金销售协议，自 2022年 8月 5日起，本公司旗下部分开放式基金增加厦门国际银行为
销售机构，同时开通基金定期定额投资业务（或简称定投申购）和基金转换业务、参加厦门国际银行开展的
基金申购及定期定额申购费率优惠活动。 现将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适用基金及业务范围
序号 基金代码 基金名称 是否开通定

投申购
是否开通转
换

是否参加费
率优惠

1 001220 民生加银研究精选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是 是 是
2 690011 民生加银积极成长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是 是 是
3 002649 民生加银智造 2025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是 是 是
4 002683 民生加银前沿科技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是 是 是
5 002455 民生加银鑫喜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是 是 是
6 004532 民生加银中证港股通高股息精选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A 是 是 是
7 004533 民生加银中证港股通高股息精选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C 是 是 是
8 690004 民生加银稳健成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是 是 是
9 000884 民生加银优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是 是 是
10 000136 民生加银策略精选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A 是 是 是
11 009709 民生加银策略精选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C 是 是 是
12 002547 民生加银养老服务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是 是 是
13 006058 民生加银新兴成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是 是 是
14 690009 民生加银红利回报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是 是 是
15 690007 民生加银景气行业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A 是 是 是
16 009720 民生加银景气行业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C 是 是 是
17 002449 民生加银量化中国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是 是 是
18 690002 民生加银增强收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A 是 是 是
19 004124 民生加银鑫升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是 是 是
20 005951 民生加银恒益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A 是 是 是
21 005952 民生加银恒益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C 是 是 是

22 008291 民生加银沪深 30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接
基金 A 是 是 是

23 008292 民生加银沪深 30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接
基金 C 是 是 是

24 003792 民生加银现金宝货币市场基金 C 是 是 是
25 003478 民生加银腾元宝货币市场基金 A 是 是 是
26 004589 民生加银腾元宝货币市场基金 B 是 是 是

从 2022年 8月 5日起，投资人可通过厦门国际银行办理上述列表中对应基金的开户、申购、赎回、定投
申购、转换等业务，具体的业务流程、办理时间和办理方式以厦门国际银行的规定为准。

从 2022年 8月 5日起，投资人通过厦门国际银行成功办理上述列表中参加费率优惠的基金的申购、定
投申购、基金转换业务，其申购费率（含定投申购）、基金转换费率享有折扣优惠，其中基金转换业务中转出
与转入基金的原申购费补差费率享受费率优惠（原申购补差费率为固定费用的除外），原费率请阅读各基
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法律文件。 具体实施费率优惠的范围及优惠措施以厦门国际银行安排为准。

二、重要提示
1、上述申购赎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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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上述参与费率优惠活动的基金，仅适用于处于正常申购期的基金的申购、定投申购及基金转换手续
费，不包括赎回业务等其他业务的基金手续费。 本次费率优惠活动如有展期、终止或调整，费率优惠规则如
有变更，均以厦门国际银行的安排和规定为准，本公司不再另行公告。

3、基金定期定额投资业务是指投资者通过向有关销售机构提出申请，约定每期扣款日、扣款金额及扣
款方式， 由销售机构于每期约定扣款日在投资者指定银行账户内自动完成扣款及基金申购申请的一种投
资方式。 定期定额投资业务并不构成对基金日常申购、赎回等业务的影响，投资者在办理相关基金定期定
额投资业务的同时，仍然可以进行日常申购、赎回业务。

4、基金转换是指投资人可将其通过销售机构购买并持有的本公司旗下某只开放式基金的全部或部分
基金份额，转换为本公司管理的另一只开放式基金的份额。 前述适用基金及业务范围列表中拟开通转换业
务的基金将在厦门国际银行开展基金转换业务。 转换业务规则请参照本公司官网中发布的《民生加银基金
管理有限公司旗下基金转换业务规则》。

三、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
1、厦门国际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客服热线：4001-623-623
公司网址：www.xib.com.cn
公司地址：厦门市思明区鹭江道 8-10号国际银行大厦 1-6层
邮编：361012
2、民生加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服热线：400-8888-388（免长话费）
公司网址：www.msjyfund.com.cn
公司地址：深圳市福田区莲花街道福中三路 2005号民生金融大厦 13楼 13A
邮编：518038
投资者欲了解本公司旗下基金详细情况，请仔细阅读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相关文件也可以致电本

公司客户服务电话或登录本公司网站 www.msjyfund.com.cn查询。 欢迎广大投资者到厦门国际银行咨询以
及办理开户、认购、申购、定投申购、转换等相关基金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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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资者购买货币市场基金并不等于将资金作为存款存放在银行或者存款类金融机
构，基金的过往业绩及其净值高低并不预示其未来业绩表现。 定期定额投资是引导投资者进行长期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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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证投资者获得收益，也不是替代储蓄的等效理财方式。 基金的过往业绩及其净值高低并不预示其未来业绩
表现，基金管理人管理的其他基金的业绩也不构成对本基金业绩表现的保证。 投资者投资于基金前应认真
阅读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资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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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敬请投资者留意投资风险。

本公司保留对本公告的解释权和修改权。
特此公告。

民生加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二二年八月三日

山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旗下部分公募基金实行费率优惠的公告
为了更好的满足投资者的投资需求，山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决定自 2022 年 8 月

4日起，对投资者通过山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营业部（以下简称“本公司营业部”）交易系统申购的山西证券
旗下部分公募基金实行费率优惠。 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适用基金

基金名称 以下简称 基金代码

山西证券 90天滚动持有短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A 类 山证 90天 A 014476

山西证券超短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A类 山证超短债 A 006626

山西证券裕享增强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A 类 山证裕享 A 015239

二、具体活动内容
1、自 2022年 8月 4日（含）至 2022 年 8 月 12 日（含），投资者通过本公司营业部交易系统申购山证 90

天 A，享受基金申购（不含定期定额投资和转换转入）费率 1 折优惠。

2、自 2022 年 8 月 4 日（含）至 2022 年 8 月 12 日（含），投资者通过本公司营业部交易系统申购山证超
短债 A，享受基金申购（定期定额投资原有折扣不变，不含转换转入）费率 1 折优惠。

3、自 2022 年 8 月 4 日（含）开始，投资者通过本公司营业部交易系统申购山证裕享 A，享受基金申购
（含定期定额投资，不含转换转入）费率 1 折优惠，优惠结束时间另行通知。

4、本次费率优惠活动暂不适用本公司公募基金直销柜台渠道。
5、各基金费率详见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更新）等法律文件，以及本公司发布的最新业务公告。 优

惠前的原费率为固定费率的，则按原费率执行，不参与费率优惠活动。
三、重要提示
1、本次费率优惠活动仅适用于以上基金的基金申购费率。
2、费率优惠活动期间，业务办理的流程以山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营业部的规定为准。 投资者欲了解本

基金产品详细情况，请仔细阅读本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更新）等法律文件。
3、本公告的解释权归本公司所有。
四、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了解或咨询相关情况：
1、山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95573
本公司公募基金业务网站：http://publiclyfund.sxzq.com:8000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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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敬请投资者注意风险。 投资者投资基金
前应认真阅读本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法律文件，投资与自身风险承受能力相适应的基金。

特此公告。
山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 8 月 3 日

山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新增
浙江同花顺基金销售有限公司为代销机构的公告

根据山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与浙江同花顺基金销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同花
顺基金”）签署的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销售代理协议等相关文件，同花顺基金拟于 2022 年 8 月 5 日起代理
销售本公司以下产品，届时投资者可通过同花顺基金办理下列基金的相关业务，具体办理程序应遵循同花
顺基金的相关规定。

一、适用基金
基金名称 基金代码
山西证券超短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A 类 006626
山西证券超短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C 类 006627
山西证券日日添利货币市场基金 A 类 001175
山西证券日日添利货币市场基金 B 类 001176
山西证券策略精选灵活配置型证券投资基金 003659
山西证券改革精选灵活配置型证券投资基金 005226
山西证券品质生活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A 类 011917
山西证券品质生活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C 类 011918
山西证券裕睿 6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A类 007268
山西证券裕睿 6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C 类 007269
山西证券 90天滚动持有短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A类 014476
山西证券 90天滚动持有短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C 类 014477

二、具体内容
自 2022年 8月 5日起，投资者可通过同花顺基金办理本公司旗下部分公募基金的开户、申购、赎回、基

金转换和定期定额投资等业务。
投资者通过同花顺基金办理上述基金的申购、基金转换（入）和定期定额投资业务时享受其费率优惠

活动，具体费率优惠情况以同花顺基金的公示为准。 优惠前的原费率为固定费率的，则按原费率执行，不参
与费率优惠活动。 原产品费率请详见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更新）等法律文件，以及本公司发布的最新业
务公告。

三、重要提示
1、本公告解释权归本公司所有。
2、投资者通过同花顺基金进行基金交易前，请仔细阅读相关产品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法律文件。
3、上述交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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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了解或咨询相关情况：
1、浙江同花顺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0571-88911818-8659
网址：http://www.5ifund.com
2、山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95573
公募基金业务网址：http://publiclyfund.sxzq.com:8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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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请投资者注意风险。投资者投资前应认真阅
读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更新）等法律文件，投资与自身风险承受能力相适应的基金。

特此公告。
山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 8 月 3 日

关于增加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为国海富兰克林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旗下部分基金代销机构并开通转换业务
及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的公告

一、根据国海富兰克林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与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兴
业银行”）签署的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销售和服务代理协议及相关补充协议，自 2022年 8月 3 日起，兴业银
行将代理销售本公司旗下部分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并开通转换、定期定额投资业务。

具体代销基金及业务开通如下表所示：

基金名称 基金代码 是否开通转换 是否开通定投 定投起点金额(元） 是否费率优惠

富兰克林国海深化价值混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 450004 是 是 1 否

二、转换业务相关事项
1. 转换费率
（1）基金转换费用由转出和转入基金的申购费补差和转出基金的赎回费两部分构成，具体收取情况视

每次转换时两只基金的申购费率差异和转出基金赎回费率的情况而定。
（2）基金的申购费率、赎回费率在相关基金的最新的招募说明书及产品资料概要中载明。
2. 其他事项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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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理的本公司管理的基

金。
（2）投资者可以登录本公司网站了解具体的基金转换业务规则。除此以外，基金转换业务的办理时间、

流程以销售机构及其网点的安排和规定为准。
（3）本公司新发基金的转换业务规定，以届时的公告为准。
（4）本公司有权根据市场情况或法律法规变化调整上述转换的程序及有关限制，并在调整前在中国证

监会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介上公告。
（5）本公司管理的基金的转换业务规则的解释权归本公司。

三、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相关事项
1. 申购金额
投资者可到兴业银行申请开办定投业务并约定每期固定的投资金额，该投资金额即为申购金额。 本公

司旗下基金的定投业务每期最低申购金额如上表所示， 但如兴业银行规定的最低定投申购金额高于以上
限额的，则按照其规定的金额执行。 定投业务不受日常申购的最低数额限制。

2. 业务规则和办理程序
除每期最低申购金额限制外， 定投业务的具体业务规则以上述基金最新的产品资料概要、 招募说明

书、《国海富兰克林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开放式基金业务管理规则》和本公司《基金定期定额申购业务规则》
的规定为准；具体投资者范围和办理程序应遵循兴业银行的相关规定。

四、重要提示：
1．本公告解释权归本公司所有。
2．投资者欲了解详细信息，请仔细阅读相关产品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产品资料概要和《国海富兰

克林基金管理公司开放式基金业务管理规则》。
3．为做好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工作，建议投资者通过基金销售机构提供的非现场方式进

行交易活动。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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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不保证基金盈利或最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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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管理人所管理的其它基金的业绩并不
构成对本基金业绩表现的保证。 本基金管理人提醒投资者基金投资的“买者自负”原则，基金投资风险和本
金亏损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投资者应认真阅读《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和产品资料概要等相关基金法律
文件，了解所投资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并根据自身风险承受能力选择适合自己的基金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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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五、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
1．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网址：www.cib.com.cn
客户服务热线：95561
2．国海富兰克林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司网址：www.ftsfund.com
客户服务热线：400-700-4518、95105680、021-38789555
特此公告。

国海富兰克林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二二年八月三日

中欧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调整中欧兴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各
类份额大额申购、转换转入及定期定额投资

限额的公告
为进一步保证中欧兴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A类 001776，C类 012897，以下简称“本基金”）

的稳定运作，维护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中欧基金决定于 2022年 8月 3日（含）起按如下规则对本基金各类
份额的大额申购、转换转入和定期定额投资的交易限额进行调整：

如单日单个基金账户对本基金 A类或 C类基金份额的单笔或多笔累计申购、 转换转入及定期定额投

资的金额超过 100元（不含），本公司有权拒绝。 本基金单日单个基金账户对本基金 A类或 C类基金份额的
累计申请金额等于或低于 100元的，全部确认成功；单日单个基金账户对本基金 A 类或 C 类基金份额的累
计申请金额高于 100元的，则按注册登记系统清算顺序，逐笔累加后不超过 100 元（含）限制的申请确认成
功，其余申请笔数有权确认失败。

对于 2022年 8月 3日之前已参与定期定额投资的基金账户，同样适用上述规则。
实施上述限制期间，本基金的其他业务仍照常办理。 如本基金取消或调整上述业务时，本公司将另行

公告。
除上述安排外，本基金的其他业务仍照常办理。
投资者也可登陆本公司网站 www.zofund.com， 或拨打本公司客服电话 400-700-9700、021-68609700 咨

询相关信息。
特此公告。

中欧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零二二年八月三日

关于凯石沣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资产净值连续低于 5000 万元的提示性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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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石沣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基金合同》（以下简称“《基金合同》”）的有关规定，凯石沣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本基
金”）连续 50个工作日基金资产净值低于 5000万元，可能触发基金合同终止情形，现将相关事宜公告如下：

一、 可能触发基金合同终止的情形说明
根据《基金合同》的规定，《基金合同》生效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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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00万元情形的，基金管理人应当根据基金合同约定进入清算程序并终止基金合同，
而无需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 截至 2022 年 8 月 2 日， 本基金已连续 50 个工作日基金资产净值低于
5000万元，特此提示。

二、 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1、若出现基金合同终止的情形，基金管理人将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基金合同》的约定成立基金
财产清算小组，履行基金财产清算程序。 本基金进入清算程序后将不再办理申购、赎回等业务，敬请投资人
关注相应的流动性风险， 妥善做好投资安排。

2、投资人欲了解本基金产品的详细情况，请仔细阅读本基金的《基金合同》、《基金招募说明书》及《基金
份额发售公告》等法律文件。

3、投资人可以登录本基金管理人网站（www.vstonefund.com）或拨打本基金管理人的客户服务电话(021-
60431122)，咨询有关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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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资人应认真阅读拟投资基金的相关法律文件，了解所投资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并根据自身情
况购买与风险承受能力相匹配的产品。

特此公告。
凯石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2 年 8 月 3 日

东吴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
旗下部分基金新增华宝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为代销机构、开通定期定额及转换业务的公告
一、新增华宝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为东吴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旗下部分基金的代销机构
根据东吴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吴基金”）与华宝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宝证券”）

签署的开放式基金代销协议， 自 2022年 8月 5日起通过华宝证券的销售网点或基金电子交易平台接受所
有投资者办理东吴基金旗下管理的部分证券投资基金的开户、申购和赎回等业务，具体包括：
序号 基金名称 基金代码
1. 东吴嘉禾优势精选混合型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 C 类 015152
2. 东吴价值成长双动力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C 类 011241
3. 东吴行业轮动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C 类 011240
4. 东吴进取策略灵活配置混合型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 C 类 011242
5. 东吴新经济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C 类 012617
6. 东吴安享量化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C 类 014571
7. 东吴新产业精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C 类 011470
8. 东吴配置优化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C 类 011707
9. 东吴多策略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C 类 011949
10. 东吴阿尔法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A类/C 类 000531/014581
11. 东吴移动互联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A类/C 类 001323/002170
12. 东吴新趋势价值线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01322
13. 东吴国企改革主题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C 类 012615
14. 东吴安盈量化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C 类 015154
15. 东吴安鑫量化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C 类 015153
16. 东吴智慧医疗量化策略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C 类 011948
17. 东吴双三角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A类/C 类 005209/005210
18. 东吴悦秀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A类/C 类 005573/005574
19. 东吴鼎泰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A类/C 类 006026/014570
20. 东吴兴享成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A类/C 类 010330/011462
21. 东吴消费成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A类/C 类 012971/012972
22. 东吴医疗服务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A类/C 类 013940/013941
23. 东吴新能源汽车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A类/C 类 014376/014377
24. 东吴中债 1-3年政策性金融债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A类/C 类 014894/014895
25. 东吴月月享 30天持有期短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A类/C 类 015426/015427

具体业务办理时间为： 全天 24小时接受委托， 每个交易日 15：00以后的委托将会在下一个交易日处

理。
二、开通东吴基金旗下部分基金定期定额投资业务
为满足广大投资者的理财需求， 东吴基金决定自 2022年 8月 5日起开通上述基金在华宝证券的定期

定额投资业务。
“定期定额投资业务”是基金申购业务的一种方式，投资者可以通过华宝证券提交申请，约定每期扣款

时间、扣款金额及扣款方式，由华宝证券于约定扣款日在投资者指定资金账户内自动完成扣款及基金申购
业务。 投资者在办理基金“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的同时，仍然可以进行日常申购、赎回业务。

（一）适用投资者 “定期定额投资业务”适用于依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基金合同约定的可以投资
证券投资基金的合法投资者。 （二）办理场所 投资者可通过华宝证券交易系统，办理“定期定额投
资业务”申请。 （三）办理方式 1．凡申请办理“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的投资者在华宝证券直接开户便
可进行东吴基金定期定额投资业务。

2． 已开立东吴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开放式基金账户的投资者， 可在华宝证券的交易系统通过账户登记
后，办理“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申请。 （四）办理时间 本业务的申请受理时间与基金日常申购业务受
理时间相同。

（五）扣款金额 投资者应与华宝证券约定每期扣款（申购）金额，每期定投最低申购金额为人民币
1.00元，销售机构在符合上述规定的前提下，可根据情况调高每期最低申购金额，具体以销售机构相关规定
为准。

三、开通东吴基金旗下部分基金的基金转换业务
为满足广大投资者的理财需求， 东吴基金决定自 2022年 8月 5日起同时在华宝证券开通上述基金的

转换业务。
（一）、基金转换业务适用投资者范围
已持有本公司管理的开放式基金产品的投资者。
（二）、基金转换受理时间
基金办理转换业务的开放日为上海证券交易所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日（本公司公告暂停转换时除

外）。 具体业务办理时间与基金日常申购业务时间相同。
（三）、基金转换业务规则
转换业务具体业务规则请参照《东吴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开放式基金业务规则》。
四、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了解或咨询相关情况
1、华宝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热线：400-820-9898
公司网址：www.cnhbstock.com
2、东吴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热线：400-821-0588（免长途话费）
公司网址：www.scfund.com.cn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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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敬请投资者在投资前认真阅读我司旗下基金的《基金合同》和《招募说明书》等法律文件。
特此公告。

东吴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2 年 8 月 3 日

宝盈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
新增上海攀赢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为旗下基金代销机构及参与相关费率优惠
活动的公告

根据宝盈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与上海攀赢基金销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攀赢基
金”）签署的销售服务代理协议，自 2022年 8月 3日起，攀赢基金将代销本公司以下基金：

基金代码 基金全称 基金简称

013423
宝盈安盛中短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宝盈安盛中短债 A

013424 宝盈安盛中短债 C

006387
宝盈安泰短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宝盈安泰短债 A

006388 宝盈安泰短债 C

013895
宝盈成长精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宝盈成长精选 A

013896 宝盈成长精选 C

213003 宝盈策略增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宝盈策略增长

009491
宝盈创新驱动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宝盈创新驱动 A

009492 宝盈创新驱动 C

213002 宝盈泛沿海区域增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宝盈泛沿海增长

010128
宝盈发展新动能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宝盈发展新动能 A

010129 宝盈发展新动能 C

001877
宝盈国家安全战略沪港深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宝盈国家安全战略沪港深 A

013613 宝盈国家安全战略沪港深 C

213009
宝盈货币市场证券投资基金

宝盈货币 A

213909 宝盈货币 B

213001
宝盈鸿利收益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宝盈鸿利收益 A

007581 宝盈鸿利收益 C

002482 宝盈互联网沪港深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宝盈互联网沪港深

008511
宝盈鸿盛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宝盈鸿盛 A

008512 宝盈鸿盛 C

213006
宝盈核心优势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宝盈核心优势 A

000241 宝盈核心优势 C

010383
宝盈基础产业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宝盈基础产业 A

010384 宝盈基础产业 C

009523
宝盈聚福 39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宝盈聚福 39个月定开 A

009524 宝盈聚福 39个月定开 C

006023
宝盈聚丰两年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宝盈聚丰两年定开 A

006024 宝盈聚丰两年定开 C

000698 宝盈科技 30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宝盈科技 30

008303
宝盈龙头优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宝盈龙头优选 A

008304 宝盈龙头优选 C

006675
宝盈品牌消费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宝盈品牌消费 A

006676 宝盈品牌消费 C

013859
宝盈品质甄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宝盈品质甄选 A

013860 宝盈品质甄选 C

000794
宝盈睿丰创新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宝盈睿丰创新 AB

000796 宝盈睿丰创新 C

005962
宝盈人工智能主题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宝盈人工智能 A

005963 宝盈人工智能 C

006147
宝盈融源可转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宝盈融源可转债 A

006148 宝盈融源可转债 C

009223
宝盈现代服务业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宝盈现代服务业 A

009224 宝盈现代服务业 C

003715 宝盈消费主题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宝盈消费主题

000574
宝盈新价值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宝盈新价值 A

007574 宝盈新价值 C

000924
宝盈先进制造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宝盈先进制造 A

007579 宝盈先进制造 C

008324
宝盈祥利稳健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宝盈祥利稳健配置 A

008325 宝盈祥利稳健配置 C

010857
宝盈祥乐一年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宝盈祥乐一年持有 A

010858 宝盈祥乐一年持有 C

009419
宝盈祥明一年定期开放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宝盈祥明一年定开 A

009420 宝盈祥明一年定开 C

011736
宝盈祥庆 9个月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宝盈祥庆 9个月持有 A

011737 宝盈祥庆 9个月持有 C

000639
宝盈祥瑞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宝盈祥瑞 A

007577 宝盈祥瑞 C

001543
宝盈新锐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宝盈新锐 A

007578 宝盈新锐 C

001358
宝盈祥泰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宝盈祥泰 A

007575 宝盈祥泰 C

001128
宝盈新兴产业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宝盈新兴产业 A

012815 宝盈新兴产业 C

006398
宝盈祥颐定期开放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宝盈祥颐定开 A

006399 宝盈祥颐定开 C

008336
宝盈祥裕增强回报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宝盈祥裕增强回报 A

008337 宝盈祥裕增强回报 C

008672
宝盈祥泽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宝盈祥泽 A

008673 宝盈祥泽 C

008227
宝盈研究精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宝盈研究精选 A

008228 宝盈研究精选 C

001915 宝盈医疗健康沪港深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宝盈医疗健康沪港深

006242 宝盈盈润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宝盈盈润纯债

001487
宝盈优势产业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宝盈优势产业 A

012771 宝盈优势产业 C

005846
宝盈盈泰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宝盈盈泰 A

006572 宝盈盈泰 C

008684
宝盈盈旭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宝盈盈旭 A

008685 宝盈盈旭 C

010751
宝盈优质成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宝盈优质成长 A

010752 宝盈优质成长 C

011170
宝盈智慧生活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宝盈智慧生活 A

011171 宝盈智慧生活 C

213007
宝盈增强收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宝盈增强收益 AB

213917 宝盈增强收益 C

001075 宝盈转型动力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宝盈转型动力

213008 宝盈资源优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宝盈资源优选

008598
宝盈中债 1-3年国开行债券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宝盈中债 1-3年国开行 A

008599 宝盈中债 1-3年国开行 C

213010
宝盈中证 100指数增强型证券投资基金

宝盈中证 100指数增强 A

007580 宝盈中证 100指数增强 C

011958
宝盈中债 3-5年国开行债券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宝盈中债 3-5年国开行 A

011959 宝盈中债 3-5年国开行 C

015574
宝盈新能源产业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宝盈新能源产业 A

015575 宝盈新能源产业 C

015859
宝盈国证证券龙头指数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宝盈国证证券龙头 A

015860 宝盈国证证券龙头 C

投资人可在攀赢基金办理本公司基金开户业务及上述基金的申（认）购、赎回、转换等业务，进行相关信
息查询并享受相应的售后服务。

另外，我司旗下基金参与攀赢基金申（认）购等费率优惠活动（只限前端收费模式），具体折扣费率及费
率优惠活动期限以攀赢基金活动公告为准。 如本公司新增通过攀赢基金销售的基金，默认参加上述费率优
惠活动，本公司不再另行公告。

投资人在攀赢基金办理上述业务应遵循其具体规定。
投资人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
1、 宝盈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司网站：www.byfunds.com
客户咨询电话：400-8888-300（免长途话费）
2、 上海攀赢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公司网站：www.pyfunds.cn
客户咨询电话：021-688890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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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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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此公告。
宝盈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2 年 8 月 3 日

中泰证券（上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旗下部分基金新增奕丰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为销售机构并参加费率优惠活动的公告
根据中泰证券（上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与奕丰基金销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奕

丰基金”）签署的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销售和服务代理协议，本公司旗下部分基金自 2022 年 8 月 5 日起新
增奕丰基金为销售机构，并参加奕丰基金开展的费率优惠活动。 投资者届时可通过奕丰基金办理相关基金
的开户、申购（含定期定额投资）、转换、赎回及其他相关业务。 现将具体事宜公告如下：

一、本次新增奕丰基金为销售机构的基金清单
基金代码 基金名称
006567 中泰星元价值优选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基金份额）
012940 中泰星元价值优选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C 类基金份额）
006624 中泰玉衡价值优选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基金份额）
016090 中泰玉衡价值优选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C 类基金份额）
007549 中泰开阳价值优选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基金份额）
011437 中泰开阳价值优选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C 类基金份额）
007582 中泰青月中短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基金份额）
007583 中泰青月中短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C 类基金份额）
007057 中泰蓝月短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基金份额）
007058 中泰蓝月短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C 类基金份额）
008112 中泰中证 500指数增强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基金份额）
008113 中泰中证 500指数增强型证券投资基金（C 类基金份额）
008238 中泰沪深 300指数增强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基金份额）
008239 中泰沪深 300指数增强型证券投资基金（C 类基金份额）
012206 中泰沪深 300指数量化优选增强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基金份额）
012207 中泰沪深 300指数量化优选增强型证券投资基金（C 类基金份额）
010728 中泰兴诚价值一年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基金份额）
010729 中泰兴诚价值一年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C 类基金份额）
012001 中泰星宇价值成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基金份额）
012002 中泰星宇价值成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C 类基金份额）
013776 中泰兴为价值精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基金份额）
013777 中泰兴为价值精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C 类基金份额）
012266 中泰稳固周周购 12周滚动持有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基金份额）
012267 中泰稳固周周购 12周滚动持有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C 类基金份额）
014137 中泰安睿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基金份额）
014138 中泰安睿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C 类基金份额）
015108 中泰安益利率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基金份额）
015109 中泰安益利率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C 类基金份额）
015264 中泰星汇优选平衡三个月持有期混合型基金中基金（FOF）（A类基金份额）
015265 中泰星汇优选平衡三个月持有期混合型基金中基金（FOF）（C 类基金份额）

注：同一基金 A类基金份额与 C类基金份额之间不可互相转换。
二、费率优惠活动具体安排
1、自 2022年 8月 5日起，投资者通过奕丰基金申购上述基金，将享受申购费率折扣，具体折扣优惠以

奕丰基金的相关公告为准。
2、具体折扣优惠规则及优惠活动截止日期以奕丰基金的相关公告为准；原申购费率为固定金额的，按

原申购费率执行。
上述基金原申购费率详见各基金招募说明书。
三、重要提示
1、奕丰基金相关费率优惠活动的具体规则以奕丰基金的规定为准。 上述费率优惠方案若有变动，以奕

丰基金的相关公告为准。 2、奕丰基金相关费率优惠活动的最终解释权归奕丰基金所有。
3、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代销及费率优惠活动详情：
（1）奕丰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住所：深圳市前海深港合作区前湾一路 1号 A栋 201室（入驻深圳市前海商务秘书有限公司）
办公地址：深圳市南山区海德三道航天科技广场 A座 17楼 1704室
法定代表人：TEO WEE HOWE
网址：www.ifastps.com.cn
客服电话：400-684-0500
（2）中泰证券（上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上海市黄浦区延安东路 175号 24楼 05室
办公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银城中路 488号太平金融大厦 1002-1003室
法定代表人：黄文卿
网址：www.ztzqzg.com
客服电话：400-821-08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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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资有风险，基金的过往业绩并不预示其未来表现，基金管理人管理的各只基金的业绩不构
成对基金管理人管理的其他基金业绩表现的保证。 投资者投资基金时应认真阅读相关基金的基金合同、招
募说明书等法律文件。 基金管理人提醒投资者基金投资的“买者自负”原则，请投资者根据自身的风险承受
能力选择适合自己的基金产品。

特此公告。
中泰证券 （上海 ）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二二年八月三日

关于中泰安睿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新增诺亚正行基金销售有限公司为销售机

构并参加费率优惠活动的公告
根据中泰证券（上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与诺亚正行基金销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诺亚正行”）签署的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销售和服务代理协议，本公司旗下中泰安睿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A类基金份额简称： 中泰安睿债券 A，A类基金份额代码：014137；C类基金份额简称： 中泰安睿债券 C，C
类基金份额代码：014138；以下简称“本基金”）自 2022年 8月 3日起新增诺亚正行为销售机构，并参加诺亚
正行开展的费率优惠活动。 投资者届时可通过诺亚正行办理本基金的开户、申购（含定期定额投资）、转换、
赎回及其他相关业务。

费率优惠活动详情如下：
一、适用基金

基金代码 基金名称
014137 中泰安睿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基金份额）

二、费率优惠活动具体安排
1、自 2022年 8月 3日起，投资者通过诺亚正行申购本基金，将享受申购费率折扣，具体折扣优惠以诺

亚正行的相关公告为准。
2、具体折扣优惠规则及优惠活动截止日期以诺亚正行的相关公告为准；原申购费率为固定金额的，按

原申购费率执行。
本基金原申购费率详见《中泰安睿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
重要提示：
1、费率优惠活动具体规则以诺亚正行的规定为准。上述费率优惠方案若有变动，以诺亚正行公告为准。
2、费率优惠活动的最终解释权归诺亚正行所有。
3、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详情：
（1）诺亚正行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住所：上海市虹口区飞虹路 360弄 9号 3724室
办公地址：上海市杨浦区长阳路 1687号 2号楼
法定代表人：汪静波
网址：www.noah-fund.com
客服电话：400-821-5399
（2）中泰证券（上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上海市黄浦区延安东路 175号 24楼 05室
办公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银城中路 488号太平金融大厦 1002-1003室
法定代表人：黄文卿
网址：www.ztzqzg.com
客服电话：400-821-08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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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资有风险，基金的过往业绩并不预示其未来表现，基金管理人管理的各只基金的业绩不构
成对基金管理人管理的其他基金业绩表现的保证。 投资者投资基金时应认真阅读相关基金的基金合同、招
募说明书等法律文件。 基金管理人提醒投资者基金投资的“买者自负”原则，请投资者根据自身的风险承受
能力选择适合自己的基金产品。

特此公告。
中泰证券 （上海 ）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二二年八月三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