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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披露

isclosure

D

中欧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

旗下部分基金参与交通银行开展的

网上银行、手机银行申购费率优惠活动

的公告

为答谢广大投资者长期以来的信任与支持，满足投资者理财需求，鼓励基金投资者树

立长期投资理念，中欧基金管理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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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定自即日起对投资者通过交通银行网上银行、手机银

行申购本公司旗下下述基金实行费率优惠：

基金代码 基金名称

166001

中欧新趋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

LOF

）

166002

中欧新蓝筹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66003

中欧稳健收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A

166005

中欧价值发现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166006

中欧中小盘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

LOF

）

166009

中欧新动力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

LOF

）

166010

中欧鼎利分级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166011

中欧盛世成长分级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166019

中欧价值智选回报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66020

中欧成长优选回报灵活配置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一、优惠活动时间

交通银行网上银行、手机银行申购费率优惠活动时间自即日起持续进行，结束时间为

2015年6月30日。

二、活动内容

个人投资者通过交通银行网上银行、手机银行申购上述基金，申购费率（前端模式）最

低享有8折优惠。 若享有折扣后申购费率低于0.6%，则按0.6%执行；若享有折扣前的原申购

费率等于或低于0.6%，则按原费率执行，不再享有费率折扣。

三、重要提示

1、交通银行网上银行、手机银行基金申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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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购费，不包括基金的后端模式申购费以及处于基金募集期的开放式基

金认购费。

2、本次基金申购费率优惠活动不适用于基金定投业务及转换业务等其他业务。基金定

投业务优惠活动相关情况请见《中欧基金公司关于旗下部分基金参与交通银行开展的基

金定期定额申购费率优惠活动的公告》等相关公告。

3、本次费率优惠活动解释权归交通银行所有，上述优惠活动结束后是否展期，敬请

投资者留意交通银行及本公司的有关公告。

4、 本公司所管理的其他基金及今后发行的开放式基金是否参与此项优惠活动将根据

具体情况另行规定。

5、投资者欲了解各基金产品的详细情况，请仔细阅读各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

等法律文件。

四、咨询方法

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了解或咨询相关情况：

1、中欧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4007009700、021-68609700

网址：www.lcfunds.com

2、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95559

网址：www.bankcomm.com

特此公告。

中欧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4年7月1日

中欧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旗下基金

2014

年

6

月

30

日基金资产净

值、基金份额净值和基金份额累计净值

公告

截至2014年6月30日，中欧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旗下基金净值如下：

基金代码 基金简称 基金资产净值

（

元

）

基金份额净值

（

元

）

基金份额累计净值

（

元

）

166001

中欧新趋势股票

（

LOF

）

2,202,406,050.86 0.8083 1.0683

166002

中欧新蓝筹混合

1,710,381,086.28 1.1460 1.7260

166003

中欧稳健收益债券

A 43,576,865.81 1.0972 1.2677

166004

中欧稳健收益债券

C 67,042,682.77 1.0908 1.2438

166005

中欧价值发现股票

1,209,807,160.17 1.149 1.149

166006

中欧中小盘股票

（

LOF

）

868,950,450.55 0.7023 0.7523

166007

中欧沪深

300

指数增强

（

LOF

）

128,319,594.51 0.7582 0.8032

166008

中欧增强回报债券

（

LOF

）

158,342,706.69 1.0371 1.1321

166009

中欧新动力股票

（

LOF

）

1,226,277,933.78 1.2381 1.2381

166010

中欧鼎利分级债券

124,460,763.21 1.000 1.115

150039

中欧鼎利分级债券

A 1.002 1.130

150040

中欧鼎利分级债券

B 0.995 1.079

166011

中欧盛世成长分级股票

621,322,157.65 1.550 1.550

150071

中欧盛世成长分级股票

A 1.147 1.147

150072

中欧盛世成长分级股票

B 1.953 1.953

166012

中欧信用增利分级债券

412,377,376.04 1.108 1.143

166013

中欧信用增利分级债券

A 1.009 1.096

150087

中欧信用增利分级债券

B 1.176 1.176

166016

中欧纯债分级债券

525,727,881.91 1.088 1.104

166017

中欧纯债分级债券

A 1.018 1.060

150119

中欧纯债分级债券

B 1.131 1.131

166019

中欧价值智选混合

195,341,872.22 1.145 1.145

166020

中欧成长优选混合

2,141,571,603.78 1.087 1.087

166021

中欧纯债添利分级债券

935,452,800.65 1.052 1.065

166022

中欧纯债添利分级债券

A 1.005 1.029

150159

中欧纯债添利分级债券

B 1.107 1.107

基金代码 基金简称 基金资产净值

（

元

）

每万份基金净收益

(

元

) 7

日年化收益率

(%)

166014

中欧货币

A 589,812,000.76 1.0887 3.948

166015

中欧货币

B 2,357,368,491.94 1.1561 4.211

注：本表所列数据已经基金托管银行复核。

特此公告。

中欧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4年7月1日

中欧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

中欧新蓝筹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参与交通银行开展的网上银行、

手机银行基金营养组合申购费率

“折上折”优惠活动的公告

为答谢广大投资者长期以来的信任与支持，满足投资者理财需求，鼓励基金投资者树

立长期投资理念，中欧基金管理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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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定自即日起对投资者通过交通银行网上银行、手机银

行申购下列基金营养组合实行费率优惠：

组合代码 组合名称 基金代码 基金名称

880004

标准稳健型

100029

富国天成红利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66002

中欧新蓝筹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530008

建信稳定增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202301

南方现金增利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

485111

工银瑞信双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880002

激进成长型

100029

富国天成红利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20010

国泰金牛创新成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202301

南方现金增利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

519069

汇添富价值精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166002

中欧新蓝筹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一、优惠活动时间

交通银行网上银行、手机银行基金营养组合申购费率“折上折” 优惠活动时间自即日

起持续进行，结束时间为2015年6月30日。

二、活动内容

个人投资者通过交通银行网上银行、手机银行申购上述基金营养组合产品，申购费率

享有“折后折”优惠，即在原有基金申购费率（前端模式）最低8折优惠基础上，对通过基金

营养组合产品申购入选基金营养组合的代销基金申购费率再次给予8折的优惠。 若享有折

扣后申购费率低于0.6%，则按0.6%执行；若享有折扣前的原申购费率等于或低于0.6%，则

按原费率执行，不再享有费率折扣。

三、重要提示

1、交通银行网上银行、手机银行基金营养组合申购费费率“折上折” 优惠仅针对通过

基金营养组合产品申购入选基金营养组合的代销基金（前端模式）申购费。

2、本次基金营养组合申购费率“折上折” 优惠活动不适用于基金定投业务、基金营养

组合定投业务及转换业务等其他业务。

3、本次费率优惠活动解释权归交通银行所有，上述优惠活动结束后是否展期，敬请

投资者留意交通银行及本公司的有关公告。

4、 本公司所管理的其他基金及今后发行的开放式基金是否参与此项优惠活动将根据

具体情况另行规定。

5、投资者欲了解各基金产品的详细情况，请仔细阅读各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

等法律文件。

四、咨询方法

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了解或咨询相关情况：

1、中欧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4007009700、021-68609700

网址：www.lcfunds.com

2、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95559

网址：www.bankcomm.com

特此公告。

中欧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4年7月1日

德邦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调整

旗下基金所持“天齐锂业”估值方法的

公 告

鉴于“天齐锂业” 股票（股票代码：002466）因重大事项停牌，根据中国

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关于进一步规范证券投资基金估值业务的指导意见》

（【2008】38号）及中国证券业协会《中国证券业协会基金估值工作小组关于

停牌股票估值的参考方法》的有关规定，德邦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本公司” ）为确保本公司持有该股票的基金估值更加公平、合理，经与基金

托管行协商一致，自2014年6月30日起，对本公司旗下基金所持“天齐锂业”

股票采用“指数收益法”进行估值。待该股票的交易体现出活跃市场交易特征

后，将恢复为采用当日收盘价格进行估值，届时将不再另行公告。

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

德邦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站：www.dbfund.com.cn

客户服务电话：400-821-77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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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金的过往业绩并不预示其

未来表现。 投资者投资于本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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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德邦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4年7月1日

德邦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旗下

证券投资基金

2014

年

6

月

30

日基金

资产净值和基金份额净值的公告

根据《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德邦基金管理有限

公司就旗下证券投资基金2014年6月30日的基金资产净值和基金份额净值等

信息披露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基金名称 简称 代码 基金资产净值

基金份额

净值

基金份额

累计净值

德邦优化配置股票型

证券投资基金

德邦优化股票

770001 10492909.17 1.0817 1.0817

德邦德信中证中高收益

企债指数分级

证券投资基金

德邦德信中高企债指数

分级

（

场内简称

：

德邦德

信

）

167701 59106596.21 1.061 1.061

德信

A

份额 德信

A 150133

—

1.050 1.050

德信

B

份额 德信

B 150134

—

1.087 1.087

基金名称 简称 代码 基金资产净值

每万份基金已

实现收益

最近

7

日年化

收益率

（

%

）

德邦德利货币市场基金

A

类

德邦德利货币

A 000300 83102345.3 0.9841 5.078%

德邦德利货币市场基金

B

类

德邦德利货币

B 000301 829896097.67 1.0516 5.330%

以上数值均已经托管银行复核，特此公告。

德邦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4年7月1日

德邦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旗下开放式

基金参加交通银行网上银行、手机银行

基金申购手续费费率优惠活动的公告

为答谢广大投资者长期以来的信任与支持，德邦基金管理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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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 6月30日 15：00至2015年 6月 30日 15：00期间，本公司

旗下开放式基金参加交通银行网上银行、 手机银行基金申购手续费费率优惠

活动，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适用投资者范围

本活动适用于通过交通银行网上银行、 手机银行申购本公司旗下开放式

基金的投资者。

二、优惠活动的内容

1、在优惠活动期间，投资者通过交通银行网上银行、手机银行申购本公司

旗下开放式基金，基金申购手续费费率（前端模式）享受最低8折优惠，折扣优

惠后的手续费费率不低于0.6%。 原申购手续费费率已低于0.6%的将不再有折

扣优惠，按原申购手续费费率执行。（原申购费率指本公司发布的公开法律文

件上注明的费率）

2、投资者通过交通银行办理上述业务需遵循本公司和交通银行最新的相

关规定及公告，上述业务的最终解释权归交通银行。

三、重要提示

1、如投资者持有交通银行太平洋借记卡，并已开通交通银行基金网银交

易，登陆交通银行网站www.bankcomm.com，点击“基金超市” 栏目，即可进

行基金交易。

2、交通银行网上银行、手机银行基金申购手续费费率优惠仅针对处于正

常申购期的本公司旗下开放式基金(前端模式)申购手续费，不包括基金的后端

模式申购手续费以及处于基金募集期的开放式基金认购手续费。

3、本次基金申购手续费费率优惠活动不适用于基金定投业务及转换业务

等其他业务。

四、咨询办法

1、本公司网站：www.dbfund.com.cn

2、本公司客服电话：400-821-7788（免长话费）

3、交通银行网站：www.bankcomm.com

4、交通银行客服电话：955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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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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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此公告。

德邦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4年7月1日

新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旗下

部分基金参加交通银行电子银行

基金申购费率优惠活动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14年7月1日

为答谢广大投资者的信任与支持，新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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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定旗

下部分基金参加交通银行电子银行基金申购费率优惠的活动。

一、优惠活动期间

2014年6月30日15:00至2015年6月30日15:00期间

二、适用基金

基金简称 基金代码

新华优选分红混合

519087

新华优选成长股票

519089

新华泛资源优势混合

519091

新华钻石品质企业股票

519093

新华行业周期轮换股票

519095

新华中小市值优选股票

519097

新华灵活主题股票

519099

三、适用投资者范围

通过交通银行网上银行、手机银行申购上述开放式基金的合法投资者。

四、具体优惠费率

通过交通银行网上银行、手机银行申购上述开放式基金的合法投资者享

受8折费率优惠政策，折扣优惠后的手续费费率不低于0.6%。

1、优惠折扣后申购费率高于0.6％的，按照8折优惠后的实际费率执行。

2、优惠折扣后申购费率等于或低于0.6%的，则按0.6%执行。

3、本优惠仅针对在正常申购期的开放式基金（前端收费模式）的申购手

续费费率，不包括各基金的后端收费模式、定期定额投资业务以及处于基金

募集期的开放式基金认购费率，也不包括基金转换业务等其他业务的基金手

续费费率。

五、重要提示

1、投资者欲了解上述基金产品的详细情况，请仔细阅读刊登于本公司网

站的各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法律文件及相关业务公告。

2、投资者在交通银行办理上述基金投资事务，具体办理规则及程序请遵

循交通银行的规定。

3、本公司将与交通银行协商后决定上述优惠活动是否展期，交通银行及

本公司将另行公告相关内容。

六、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了解或咨询相关情况：

1、交通银行

客户服务电话：95559

网站：www.bankcomm.com

2、新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热线：400-819-8866（免长途）

网址：www.ncfund.com.cn

本公司以保障投资者利益为己任，充分重视投资者教育工作。 特此提醒

广大投资者正确认识投资基金所存在的风险，慎重考虑、谨慎决策，做理性的

基金投资者，享受长期投资理财的快乐！

特此公告。

新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4年7月1日

新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旗下基金

2014

年半年度最后一个

交易日资产净值的公告

根据《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有关规定，并经基金托管人审

核，新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公告2014年半年度最后一个市场交易日（2014年

6月30日）旗下基金资产净值如下：

基金代码 基金简称 基金份额净值

（

元

）

基金份额

（

份

）

基金资产净值

(

元

)

519087

新华优选分红混合

0.9136 1,613,775,582.45 1,474,303,299.61

519089

新华优选成长股票

1.0292 1,804,409,890.35 1,857,178,470.61

519091

新华泛资源优势灵活配置

混合

1.117 409,061,557.95 456,927,754.45

519093

新华钻石品质企业股票

1.118 589,673,309.16 659,222,467.84

519095

新华行业周期轮换股票

1.445 302,975,137.20 437,833,096.66

519097

新华中小市值优选股票

1.108 120,713,532.28 133,810,751.74

519099

新华灵活主题股票

1.145 38,521,107.73 44,088,416.47

519150

新华优选消费股票

1.068 1,341,568,665.35 1,433,157,428.87

519152

新华纯债添利债券发起

A

类

1.137 145,494,602.18 165,453,023.22

519153

新华纯债添利债券发起

C

类

1.130 697,798,016.04 788,163,818.43

519156

新华行业灵活配置混合

0.997 509,250,346.98 507,862,609.35

519158

新华趋势领航股票

1.023 410,116,362.39 419,408,215.00

519160

新华安享惠金定期开放债

A

类

1.142 143,485,838.08 163,916,886.22

519161

新华安享惠金定期开放债

C

类

1.140 75,531,038.26 86,096,797.19

519162

新华信用增益债券

A

类

1.114 277,496,110.78 309,198,240.88

519163

新华信用增益债券

C

类

1.111 165,367,006.73 183,649,853.60

164303

新华惠鑫分级债券

A

级

1.023 430,024,631.26 439,704,308.99

150161

新华惠鑫分级债券

B

级

1.201 296,060,655.35 355,537,969.57

000584

新华一路财富灵活配置混

合

1.000 401,770,288.62 401,926,755.93

000610

新华阿里一号保本混合

1.012 560,099,516.80 566,852,277.56

519165

新华鑫利灵活配置混合

1.000 295,580,861.07 295,605,903.15

519167

新华鑫安保本一号混合

0.997 527,969,641.22 526,226,512.31

基金代码 基金简称

每万份基金已

实现收益

（

元

）

基金份额

（

份

）

基金资产净值

(

元

) 7

日年化收益率

000434

新华壹诺宝货币

1.1158 2,057,004,097.18 2,057,004,097.18 4.154%

新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4年7月1日

浙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旗下基金参加交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费率优惠活动的公告

经与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交通银行” ）协商一致，自2014

年7月1日起，本公司旗下基金参加交通银行关于网上银行、手机银行基金申

购费率优惠。

具体公告如下：

一、适用基金

基金名称 基金代码

浙商聚潮产业成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688888

浙商聚潮新思维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66801

浙商沪深

300

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

166802

浙商聚盈信用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A/C 686868/686869

二、费率优惠活动

通过交通银行网上银行、手机银行申购上述开放式基金，基金申购手续

费费率 （前端模式） 享受最低8折优惠， 折扣优惠后的手续费费率不低于

0.6%。 原申购手续费费率已低于0.6%的将不再有折扣优惠，按原申购手续费

费率执行。

上述优惠活动的解释权归交通银行所有。

三、优惠活动期间

自2014年7月1日（含2014年6月30日15：00后的申购申请）至2015年6

月30日15:00期间。

四、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相关情况：

(一)浙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400-067-9908

公司网址：www.zsfund.com

(二)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95559

网址：www.bankcomm.com

五、风险提示

基金管理人依照恪尽职守、诚实信用、谨慎勤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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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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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投资有风险，选择须谨慎。 敬请投资

者于投资前认真阅读本基金的《基金合同》、最新《招募说明书》及其他法律

文件，了解所投资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并根据自身投资目的、投资期限、投

资经验、资产状况等判断基金是否和投资人的风险承受能力相匹配。

特此公告。

浙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4年7月1日

浙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旗下部分基金参加华夏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手机银行渠道费率优惠活动

的公告

经与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夏银行” ）协商一致，自2014

年7月1日起本公司旗下部分基金参加华夏银行开展的手机银行渠道实行与

网银交易渠道同等费率的优惠活动。 具体公告如下：

一、适用基金

基金名称 基金代码

浙商聚潮产业成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688888

浙商沪深

300

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

166802

二、费率优惠活动

投资者在优惠活动期间通过华夏银行手机银行申购参与上述基金，其申

购费率实行4折优惠，但优惠后申购费率不低于0.6%。优惠折扣后申购费率等

于或低于0.6%的，按0.6%执行；若申购费率低于0.6％或适用于固定费用的，

则执行其规定的申购费率或固定费用，不再享有费率折扣。

各基金申购费率以各基金《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及相关最新公告

公布的费率为准。

本优惠仅针对在正常申购期的开放式基金(前端收费模式)的申购手续费

费率,不包括各基金的后端收费模式以及处于基金募集期的开放式基金认购

费率, 也不包括基金定投业务及基金转换业务等其他业务的基金手续费费

率。

三、优惠活动期间

自2014年7月1日起，结束日期将另行公告。

四、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相关情况：

1、浙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400-067-9908

公司网址：www.zsfund.com

2、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95577

公司网址：www.hxb.com.cn

五、风险提示

基金管理人依照恪尽职守、诚实信用、谨慎勤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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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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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投资有风险，选择须谨慎。 敬请投资

者于投资前认真阅读本基金的《基金合同》、最新《招募说明书》及其他法律

文件，了解所投资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并根据自身投资目的、投资期限、投

资经验、资产状况等判断基金是否和投资人的风险承受能力相匹配。

特此公告。

浙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4年7月1日

民生加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旗下部分开放式基金

参与“交通银行网上银行、手机银行基金申购手续费

费率优惠活动”的公告

为了更好地满足广大投资者的理财需求， 民生加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本公司” ）与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交通银行” ）

协商，本公司旗下部分开放式基金继续参与交通银行网上银行、手机银行开

展的基金前端申购费率8折优惠活动。 现将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 适用投资者范围

通过交通银行网上银行、手机银行申购指定开放式基金的投资者。

二、 适用基金

基金名称 基金代码

民生加银品牌蓝筹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690001

民生加银增强收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690002

（

A

类

）

690202

（

C

类

）

民生加银精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690003

民生加银稳健成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690004

民生加银内需增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690005

三、 费率优惠

投资者通过交通银行网上银行、 手机银行申购上述基金并扣款成功，可

享有前端申购费率8折优惠，若享受折扣后费率低于0.6％，则按0.6％执行；若

基金合同条款中规定申购费率等于或低于0.6％，则按原合同条款中费率规定

执行，不再享有费率折扣。

四、 活动时间

参加费率优惠活动至2015年6月30日15:00。 如有变动，将以交通银行的

业务规则为准。

五、 重要提示

1）如投资者持有交通银行太平洋借记卡，并已开通交通银行基金网银交

易，请登陆交通银行网站ｗｗｗ．ｂａｎｋｃｏｍｍ．ｃｏｍ，点击“基金超

市”栏目，即可进行基金交易。

2） 本次基金申购费率优惠活动仅针对处于正常申购期的指定开放式基

金（前端模式）的申购手续费费率，不包括基金的后端模式以及处于基金募

集期的开放式基金认购费率。

3） 本次基金申购费率优惠活动不适用于基金定投业务及转换业务等其

他业务。 基金定投业务优惠活动相关情况请见《交通银行关于开展基金定投

业务优惠活动的公告》。

4）本优惠活动的解释权归交通银行所有。

六、 注意事项

（一）本公司旗下开放式基金的具体申购费率等信息，请投资者登录本

公司网站查询相关基金产品的法律文件或致电本公司客服中心查询。

（二）投资者欲了解本公司基金的详细情况，请仔细阅读《基金合同》、

《招募说明书》及相关公告。

（三）本公司保留对本公告的解释权和修改权。

七、 业务咨询

（一）民生加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热线：400-8888-388（免长话费）

公司网址：www.msjyfund.com.cn

（二）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95559或当地营业网点咨询电话

公司网址：www.bankcomm.com

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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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资者投资于本基金时应认真阅

读本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资料。 敬请投资者留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民生加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4年7月1日

诺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旗下基金参加交通银行

网上银行、手机银行基金申购费率优惠及申购费率

“折上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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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与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交通银行” ）协商，诺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

司” ）旗下基金将参加交通银行开展的网上银行、手机银行基金申购费率优惠

及申购费率“折上折”优惠活动。 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适用投资者范围

1、基金申购费率优惠活动适用于通过交通银行网上银行、手机银行申购

指定开放式基金的投资者；

2、基金申购费率的 “折上折” 优惠活动适用于通过交通银行网上银行、

手机银行申购基金营养组合的个人投资者。

二、适用期限

2014年7月1日至2015年6月30日（截至当日法定交易时间）。

三、适用基金

1、基金申购费率优惠活动适用于本公司在交通银行代销的开放式基金。

2、基金申购费率的“折上折” 优惠活动适用于所有入选交通银行基金营

养组合上线代销的开放式基金，详见交通银行相关公告。

四、具体优惠费率

在优惠活动期间，对于基金申购费率优惠活动，基金申购费率（前端模

式）优惠费率最低8折优惠，优惠折扣后的费率不低于0.6%。 原申购费率低于

0.6%的将不再有折扣优惠，按原申购费率执行。

对于基金申购费率 “折上折” 优惠活动，在原有基金申购费率（前端模

式）优惠费率最低8折优惠基础上，对通过基金营养组合产品申购入选基金营

养组合的代销基金进行再8折的优惠，优惠折扣后的费率不低于0.6%。 原申购

费率低于0.6%的将不再有折扣优惠，按原申购费率执行。

各基金原费率详见各基金相关法律文件。

五、重要提示

1、本优惠活动的规则以交通银行的规定为准。 投资者欲了解基金产品的

详细情况，请仔细阅读各基金的基金合同、更新的招募说明书等法律文件。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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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购手续费， 不包括各基金的后端收费模式的的申购手续费以及处于基金募集

期的基金认购费， 也不包括基金定投业务及基金转换业务等其他业务的基金

手续费。

3、本优惠活动如展期，本公司或交通银行将另行公告。

六、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情况

1、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95559，或前往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进行咨询

网址：www.bankcomm.com

2、诺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400-888－8998

网址：www.lionfun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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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基金的过往业绩不代表其

未来表现，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诺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一四年七月一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