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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深圳证券交易所分级基金业务管理指引》实施

风险提示公告

一、《深圳证券交易所分级基金业务管理指引》（以下简称“《指引》” ）将于2017年5月1日起施行,届时仍未在券商

营业部开通分级基金相应权限的投资者，将不能买入分级基金子份额或分拆基础份额。

二、根据《指引》规定，个人和一般机构投资者应当符合“申请开通权限前二十个交易日日均证券类资产不低于人民

币三十万元”等条件并在券商营业部现场以书面方式签署《分级基金投资风险揭示书》，才能申请开通分级基金相关权

限。 投资者可向相关券商了解权限开通的具体要求和情况，提前做好相应的投资准备。

三、《指引》实施初期，分级基金子份额可能出现交易价格波动加大的情形，投资者可根据自身情况，提前做好相应的

投资安排。

四、分级基金是带有杠杆特性的金融产品，运作机制复杂，投资风险较高。投资者应当遵循买者自负的原则，根据自身

风险承受能力，审慎决定是否参与分级基金交易及相关业务。

特此公告。

诺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7年4月28日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旗下基金投资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公告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关于基金投资非公开发行股票等流通受限证券有关

问题的通知》（证监基金字〔2006〕141号）相关规定，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

公司") 就旗下财通多策略福享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财通多策略福享混合， 基金代码：

501026）、财通多策略福瑞定期开放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财通福瑞定开混合发起，

基金代码：501028）、财通福盛定增定期开放灵活配置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财通福

盛定开混合发起、基金代码：501032）参与河南豫能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豫能控股，股票代

码：001896.SZ）、际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际华集团，股票代码：601718.SH）非公开发行股

票的认购事项公告如下：

基金名称

非公开发行

股票

认购数量

（股）

总成本

（元）

总成本占基

金资产净值

比例

账面价值

（元）

账面价值占

基金资产净

值比例

锁定期

财通多策略福享

混合

豫能控股 6,170,039

57,381,

362.70

1.31%

50,470,

919.02

1.15% 12个月

财通福瑞定开混

合发起

际华集团 21,904,762

179,400,

000.78

5.83%

179,400,

000.78

5.83% 12个月

财通福瑞定开混

合发起

豫能控股 3,966,439

36,887,

882.70

1.2%

32,445,

471.02

1.05% 12个月

财通福盛定开混

合发起

际华集团 3,614,164

29,600,

003.16

5.74%

29,600,

003.16

5.74% 12个月

财通福盛定开混

合发起

豫能控股 661,073

6,147,

978.90

1.19% 5,407,577.14 1.05% 12个月

注：基金资产净值、账面价值为2017年4月26日数据。

特此公告。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一七年四月二十八日

《深圳证券交易所分级基金业务管理指引》实施

风险提示公告

一、《深圳证券交易所分级基金业务管理指引》（以下简称“《指引》” ）将于2017年5月1日起施行,届时仍未在券商

营业部开通富兰克林国海中证100指数增强型分级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本基金” ）相应权限的投资者，将不能买入

本基金子份额或分拆基础份额。

二、根据《指引》规定，个人和一般机构投资者应当符合“申请开通权限前二十个交易日日均证券类资产不低于人民

币三十万元”等条件并在券商营业部现场以书面方式签署《分级基金投资风险揭示书》，才能申请开通本基金相关权限。

投资者可向相关券商了解权限开通的具体要求和情况，提前做好相应的投资准备。

三、《指引》实施初期，本基金子份额可能出现交易价格波动加大的情形，投资者可根据自身情况，提前做好相应的投

资安排。

四、本基金是带有杠杆特性的金融产品，运作机制复杂，投资风险较高。投资者应当遵循买者自负的原则，根据自身风

险承受能力，审慎决定是否参与分级基金交易及相关业务。

国海富兰克林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7年4月28日

万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深圳证券交易所分级基金业务管理指引》实施

风险提示公告

一、《深圳证券交易所分级基金业务管理指引》（以下简称“《指引》” ）将于2017年5月1日起施行,届时仍未在券商

营业部开通分级基金相应权限的投资者，将不能买入分级基金子份额或分拆基础份额。

二、根据《指引》规定，个人和一般机构投资者应当符合“申请开通权限前二十个交易日日均证券类资产不低于人民

币三十万元”等条件并在券商营业部现场以书面方式签署《分级基金投资风险揭示书》，才能申请开通分级基金相关权

限。 投资者可向相关券商了解权限开通的具体要求和情况，提前做好相应的投资准备。

三、《指引》实施初期，分级基金子份额可能出现交易价格波动加大的情形，投资者可根据自身情况，提前做好相应的

投资安排。

四、分级基金是带有杠杆特性的金融产品，运作机制复杂，投资风险较高。投资者应当遵循买者自负的原则，根据自身

风险承受能力，审慎决定是否参与分级基金交易及相关业务。

《指引》涉及到我公司旗下万家中证创业成长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敬请投资者关注投资风险，做好投资准备和投

资安排。

万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7年4月28日

国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深圳证券交易所分级基金业务

管理指引》实施的风险提示公告

《深圳证券交易所分级基金业务管理指引》（以下简称“《指引》” ）将于2017年5月1日起施行,为保证《指引》平稳

实施，防范相关风险，国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对投资者进行风险提示如下：

一、《指引》将于2017年5月1日起施行,届时仍未在券商营业部开通分级基金相应权限的投资者，将不能买入分级基

金子份额或分拆基础份额。

二、根据《指引》规定，个人和一般机构投资者应当符合“申请开通权限前二十个交易日日均证券类资产不低于人

民币三十万元”等条件并在券商营业部现场以书面方式签署《分级基金投资风险揭示书》，才能申请开通分级基金相关

权限。 投资者可向相关券商了解权限开通的具体要求和情况，提前做好相应的投资准备。

三、《指引》实施初期，分级基金子份额可能出现交易价格波动加大的情形，投资者可根据自身情况，提前做好相应

的投资安排。

四、分级基金是带有杠杆特性的金融产品，运作机制复杂，投资风险较高。 投资者应当遵循买者自负的原则，根据自

身风险承受能力，审慎决定是否参与分级基金交易及相关业务。

特此公告。

国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7年4月28日

国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上海证券交易所分级基金业务

管理指引》实施的风险提示公告

《上海证券交易所分级基金业务管理指引》（以下简称“《指引》” ）将于2017年5月1日起施行,为保证《指引》平稳

实施，防范相关风险，国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对投资者进行风险提示如下：

一、《指引》将于2017年5月1日起施行,届时仍未在券商营业部开通分级基金相应权限的投资者，将不能买入分级基

金子份额或分拆基础份额。

二、根据《指引》规定，个人和一般机构投资者应当符合“申请开通权限前二十个交易日日均证券类资产不低于人

民币三十万元”等条件并在券商营业部现场以书面方式签署《分级基金投资风险揭示书》，才能申请开通分级基金相关

权限。 投资者可向相关券商了解权限开通的具体要求和情况，提前做好相应的投资准备。

三、《指引》实施初期，分级基金子份额可能出现交易价格波动加大的情形，投资者可根据自身情况，提前做好相应

的投资安排。

四、分级基金是带有杠杆特性的金融产品，运作机制复杂，投资风险较高。 投资者应当遵循买者自负的原则，根据自

身风险承受能力，审慎决定是否参与分级基金交易及相关业务。

特此公告。

国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7年4月28日

关于《深圳证券交易所分级基金业务管

理指引》实施的风险提示公告

一、《深圳证券交易所分级基金业务管理指引》（以下简称“《指引》” ）将于2017年5月1日起施行,届时仍未在券商

营业部开通分级基金相应权限的投资者，将不能买入分级基金子份额或分拆基础份额。

二、根据《指引》规定，个人和一般机构投资者应当符合“申请开通权限前二十个交易日日均证券类资产不低于人民

币三十万元”等条件并在券商营业部现场以书面方式签署《分级基金投资风险揭示书》，才能申请开通分级基金相关权

限。 投资者可向相关券商了解权限开通的具体要求和情况，提前做好相应的投资准备。

三、《指引》实施初期，分级基金子份额可能出现交易价格波动加大的情形，投资者可根据自身情况，提前做好相应的

投资安排。

四、分级基金是带有杠杆特性的金融产品，运作机制复杂，投资风险较高。投资者应当遵循买者自负的原则，根据自身

风险承受能力，审慎决定是否参与分级基金交易及相关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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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资于该基金管理人管理的基金时应认真阅读上述基金的基金合同、 招募说明书等法律文件。敬请投资

者留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前海开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7年4月28日

关于前海开源沪港深乐享生活灵活

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增加银河证券为代销机构的公告

根据前海开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与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银河证券” ）签

署的基金销售服务代理协议，自2017年4月28日起，银河证券将代理销售本公司旗下前海开源沪港深乐享生活灵活配置

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004320。

一、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

1、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4008-888-888

网址：www.chinastock.com.cn

2、前海开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4001-666-998

网址：www.qhkyfund.com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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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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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旗下基金均以1元初始面值开展基金募集，在市场波动等因素的影响下，基金投资仍有可

能出现亏损或基金净值仍有可能低于初始面值。投资者投资基金前应认真阅读基金的基金合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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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前海开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一七年四月二十八日

银河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深圳证券交易所分级基金业务

管理指引》实施的风险提示公告

一、《深圳证券交易所分级基金业务管理指引》（以下简称“《指引》” ）将于2017年5

月1日起施行,届时仍未在券商营业部开通分级基金相应权限的投资者，将不能买入分级基

金子份额或分拆基础份额。

二、根据《指引》规定，个人和一般机构投资者应当符合“申请开通权限前二十个交易

日日均证券类资产不低于人民币三十万元” 等条件并在券商营业部现场以书面方式签署

《分级基金投资风险揭示书》，才能申请开通分级基金相关权限。 投资者可向相关券商了解

权限开通的具体要求和情况，提前做好相应的投资准备。

三、《指引》实施初期，分级基金子份额可能出现交易价格波动加大的情形，投资者可

根据自身情况，提前做好相应的投资安排。

四、分级基金是带有杠杆特性的金融产品，运作机制复杂，投资风险较高。 投资者应当

遵循买者自负的原则，根据自身风险承受能力，审慎决定是否参与分级基金交易及相关业

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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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银河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7年4月28日

银河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旗下部分

基金新增中民财富管理（上海）有限

公司为代销机构及费率优惠的公告

根据银河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银河基金” ）与中民财富管理（上海）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中民财富” ）签署的代理销售协议，自2017年4月28日起中民财富开始代理

以下基金的销售业务。

一、适用投资者范围

通过中民财富的基金销售系统申购或定投开放式基金的投资者。

二、适用基金

银河银富货币市场基金A（简称：银河银富货币A，基金代码：150005）

银河银富货币市场基金B（简称：银河银富货币B，基金代码：150015）

银河稳健证券投资基金（简称：银河稳健混合，基金代码：151001）

银河收益证券投资基金（简称：银河收益债券，基金代码：151002）

银河银泰理财分红证券投资基金（简称：银河银泰混合，基金代码：150103）

银河旺利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简称：银河旺利混合A，基金代码：519610）

银河旺利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C（简称：银河旺利混合C，基金代码：519611）

银河君尚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简称：银河君尚混合A，基金代码：519613）

银河君尚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C（简称：银河君尚混合C，基金代码：519614）

银河君信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简称：银河君信混合A，基金代码：519616）

银河君信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C（简称：银河君信混合C，基金代码：519617）

银河君荣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简称：银河君荣混合A，基金代码：519619）

银河君荣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C（简称：银河君荣混合C，基金代码：519620）

银河鸿利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 （简称： 银河鸿利混合A， 基金代码：

519640）

银河鸿利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C类 （简称： 银河鸿利混合C， 基金代码：

519641）

银河大国智造主题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简称： 银河智造混合， 基金代码：

519642）

银河智联主题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简称： 银河智联混合， 基金代码：

519644）

银河转型增长主题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简称： 银河转型混合， 基金代码：

519651）

银河鑫利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简称：银河鑫利混合A，基金代码：519652）

银河鑫利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C（简称：银河鑫利混合C，基金代码：519653）

银河丰利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简称：银河丰利债券，基金代码：519654）

银河现代服务主题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简称： 银河服务混合， 基金代码：

519655）

银河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简称：银河灵活配置混合A，基金代码：519656）

银河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C（简称：银河灵活配置混合C，基金代码：519657）

银河增利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A（简称：银河增利债券A，基金代码：519660）

银河增利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C（简称：银河增利债券C，基金代码：519661）

银河岁岁回报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A （简称： 银河回报债券A， 基金代码：

519662）

银河岁岁回报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C （简称： 银河回报债券C， 基金代码：

519663）

银河美丽优萃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简称：银河美丽混合A，基金代码：519664）

银河美丽优萃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C（简称：银河美丽混合C，基金代码：519665）

银河银信添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A（简称：银河银信添利债券A，基金代码：519667）

银河银信添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B（简称：银河银信添利债券B，基金代码：519666）

银河竞争优势成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简称：银河成长混合，基金代码：519668）

银河领先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简称：银河领先债券 ，基金代码：519669）

银河行业优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简称：银河行业混合，基金代码：519670）

银河沪深300价值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简称： 银河沪深300价值指数， 基金代码：

519671）

银河蓝筹精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简称：银河蓝筹混合，基金代码：519672）

银河康乐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简称：银河康乐股票，基金代码：519673）

银河创新成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简称：银河创新混合，基金代码：519674）

银河润利保本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简称：银河润利混合A，基金代码：519675）

银河强化收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简称：银河强化债券，基金代码：519676）

银河定投宝中证腾讯济安价值100A股指数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简称：银河定投宝

腾讯济安指数，基金代码：519677）

银河消费驱动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简称：银河消费混合，基金代码：519678）

银河主题策略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简称：银河主题混合，基金代码：519679）

银河通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LOF）（简称：银河通利，基金代码：161505）

银河通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C（简称：银河通利债券C，基金代码：161506）

银河沪深300成长增强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简称：银河沪深300成长分级，基金代

码：161507）

三、适用业务范围

基金申购、赎回、定期定额

四、基金申购和定投费率优惠

1、本次优惠活动自2017年4月28日起，具体活动截止时间以最新公告信息为准。

2、适用本次优惠活动的基金包括银河稳健混合（基金代码：151001）、银河收益债券

（基金代码：151002）、银河旺利混合A（基金代码：519610）、银河君尚混合A（基金代码：

519613）、银河君信混合A（基金代码：519616）、银河君荣混合A（基金代码：519619）、银

河鸿利混合A（基金代码：519640）、银河智造混合（基金代码：519642）、银河智联混合

（基金代码：519644）、银河转型混合（基金代码：519651）、银河鑫利混合A（基金代码：

519652）、银河丰利债券（基金代码：519654）、银河服务混合（基金代码：519655）、银河灵

活配置混合A（基金代码：519656）、银河增利债券A（基金代码：519660）、银河回报债券A

（基金代码：519662）、银河美丽混合A（基金代码：519664）、银河银信添利债券A（基金代

码：519667）、银河成长混合（基金代码：519668）、银河领先债券（基金代码：519669）、银

河行业混合（基金代码：519670）、银河沪深300价值指数（基金代码：519671）、银河蓝筹

混合（基金代码：519672）、银河康乐股票（基金代码：519673）、银河创新混合（基金代码：

519674）、银河润利混合A（基金代码：519675）、银河强化债券（基金代码：519676）、银河

消费混合（基金代码：519678）、银河主题混合（基金代码：519679）、银河通利（基金代码：

161505）和银河沪深300成长分级（基金代码：161507）等基金。

3、定期定额每期申购金额不低于人民币100元（含100元）。

4、投资者通过中民财富的基金销售系统申购或定投上述基金，可享前端申购费不低于

1折优惠，具体折扣费率以中民财富公告为准，本公司不再另行公告。各基金的原申购费率，

参见各基金的基金合同、更新的招募说明书及本公司发布的最新相关公告。

五、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了解或咨询相关情况

1、中民财富管理（上海）有限公司

全国统一客服电话：400-876-5716

公司网站：www.cmiwm.com

2、银河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全国统一客服电话：400-820-0860

公司网站：www.galaxyasset.com

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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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者投资于上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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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银河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7年4月28日

银河量化优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合同生效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17年4月28日

1.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银河量化优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银河量化优选混合

基金主代码 004250

基金运作方式 契约型开放式

基金合同生效日 2017年4月27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银河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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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作管

理办法》、《银河量化优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银河量化

优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

注：1)�银河量化优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本基金” ；

2)银河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

2. 基金募集情况

基金募集申请获中国证监会核准的文号 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2016]3089号

基金募集期间

自 2017年3月24日

至 2017年4月24日 止

验资机构名称 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募集资金划入基金托管专户的日期 2017年4月27日

募集有效认购总户数（单位：户） 3,259

募集期间净认购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389,335,908.89

认购资金在募集期间产生的利息（单位：人民币元） 238,575.92

募集份额（单位：份）

有效认购份额 389,335,908.89

利息结转的份额 238,575.92

合计 389,574,484.81

募集期间基金管理人运用

固有资金认购本基金情况

认购的基金份额（单位：份） -

占基金总份额比例 -

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无

募集期间基金管理人的从

业人员认购本基金情况

认购的基金份额（单位：份） -

占基金总份额比例 -

募集期限届满基金是否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办理基金备案手续

的条件

是

向中国证监会办理基金备案手续获得书面确认的日期 2017年4月27日

注：1、本次基金募集期间所发生的信息披露费、会计师费、律师费以及其他费用从基金

募集费用中列支，不从基金资产中支付。

2、本基金管理人的高级管理人员、基金投资和研究部门负责人持有本基金份额总量为

0份。

3、本基金的基金经理持有本基金份额总量为0份。

3. 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基金份额持有人可以在本基金合同生效之日起2个工作日之后， 到销售机构的网点进

行交易确认单的查询,也可以通过本基金管理人的全国统一客户服务电话400-820-0860

或公司网站www.galaxyasset.com查询交易确认情况。

本基金自基金合同生效日起不超过3个月的时间开始办理申购、赎回业务。在确定申购

开始时间与赎回开始时间后，由本基金管理人最迟于申购开始日、赎回开始日前3个工作日

在至少一种中国证监会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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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者投资于上述基金前应认

真阅读基金的基金合同、更新的招募说明书。

银河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7年4月28日

银河银富货币市场基金

2017

年五一

劳动节假期前暂停申购（含转换转入

及定期定额投资）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17年4月28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银河银富货币市场基金

基金简称 银河银富货币

基金主代码 150005

基金管理人名称 银河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银河银富货币市场基金基金合同》、《银河银

富货币市场基金招募说明书》

暂停相关业务的起始日、

金额及原因说明

暂停申购起始日 2017年4月28日

暂停大额申购起始日 -

暂停转换转入起始日 2017年4月28日

暂停大额转换转入起始日 -

暂停赎回起始日 -

暂停转换转出起始日 -

暂停定期定额投资起始日 2017年4月28日

限制申购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

限制转换转入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

暂停（大额）申购（转换转入、赎回、转换转

出、定期定额投资）的原因说明

为保证本基金的稳定运行，保护基金持有人利

益。

下属分级基金的基金简称 银河银富货币A 银河银富货币B

下属分级基金的交易代码 150005 150015

该分级基金是否暂停/恢复（大额）申购（、转换转入、赎回、转换转出、定

期定额投资）

是 是

下属分级基金的限制申购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 -

下属分级基金的限制转换转入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 -

注：在本基金暂停申购(含转换转入和定期定额投资)期间,本公司正常办理本基金的赎

回和转换转出等业务。

2�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1）2017年5月2日起本基金将恢复办理申购(含转换转入和定期定额投资)业务，届时

将不再另行公告。

（2）敬请投资人提前做好交易安排。 如有疑问，请拨打本公司客户服务电话，免费服

务热线400-820-0860，或登陆本公司网站www.galaxyasset.com获取相关信息。

特此公告。

银河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7年4月28日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易方达

环保主题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

金参与好买基金认购费率优惠活动的

公告

为满足广大投资者的理财需求，经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与上海好买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好买基金” ）协商一致，2017年5月2日至2017年5月31日易方达环保主题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以

下简称“本基金” ，基金代码：001856）参与好买基金的认购费率优惠活动。

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认购费率优惠方案

2017年5月2日至2017年5月31日投资者通过好买基金认购本基金，享有基金认购费率1折优惠，即实收认购费率＝

原认购费率×0.1；原认购费率为固定费用的，则按原认购费率执行。

二、重要提示

1.本基金的原认购费率参见基金的相关法律文件及本公司发布的最新相关公告。 认购费率优惠方案若有变动，本

公司或好买基金将另行公告。

2.本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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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定并另行公告。

3.本优惠活动的规则以销售机构的规定为准。 投资者欲了解基金产品的详细情况，请仔细阅读本基金的基金合同、

招募说明书等法律文件。

三、 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

1.好买基金

注册地址：上海市虹口区欧阳路196号26号楼2楼41号

办公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浦东南路1118号鄂尔多斯国际大厦903～906室

法定代表人：杨文斌

联系人：张茹

联系电话：021-20613600

客户服务电话：400-700-9665

传真：021-68596916

网址：www.ehowbuy.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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资者投资于本基金前应认真阅读本基金的基金合同和招募说明书。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7年4月28日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易方达

环保主题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

金参与销售机构认购费率优惠活动的

公告

为满足广大投资者的理财需求，经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与诺亚正行(上海)基金销售投资

顾问有限公司、上海中正达广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协商一致，2017年5月2日至2017年5月31日易方达环保主题灵活配置混

合型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本基金” ，基金代码：001856）参与上述销售机构的认购费率优惠活动。

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认购费率优惠方案

2017年5月2日至2017年5月31日投资者通过上述销售机构认购本基金，享有基金认购费率4折优惠，即实收认购费

率＝原认购费率×0.4；原认购费率为固定费用的，则按原认购费率执行。

二、重要提示

1.本基金的原认购费率参见基金的相关法律文件及本公司发布的最新相关公告。 认购费率优惠方案若有变动，本

公司或销售机构将另行公告。

2.本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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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定并另行公告。

3.本优惠活动的规则以销售机构的规定为准。 投资者欲了解基金产品的详细情况，请仔细阅读本基金的基金合同、

招募说明书等法律文件。

三、 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

1.诺亚正行(上海)基金销售投资顾问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上海市虹口区飞虹路360弄9号3724室

办公地址：上海杨浦区秦皇岛路32号C栋 2楼

法定代表人：汪静波

联系人：李娟

电话：021-80359115

传真：021-38509777

客户服务电话：400-821-5399

公司网站：www.noah-fund.com

2.上海中正达广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上海市徐汇区龙腾大道2815号302室

办公地址：上海市徐汇区龙腾大道2815号302室

法定代表人：黄欣

联系人：戴珉微

电话：021-33768132

传真：021-33768132-802

客户服务电话：400-6767-523

公司网站：www.zzwealth.cn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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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资者投资于本基金前应认真阅读本基金的基金合同和招募说明书。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7年4月28日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易方达

环保主题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

金参与新浪仓石认购费率优惠活动的

公告

为满足广大投资者的理财需求，经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与北京新浪仓石基金销售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新浪仓石” ）协商一致，2017年5月2日至2017年5月31日易方达环保主题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

金（以下简称“本基金” ，基金代码：001856）参与新浪仓石的认购费率优惠活动。

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认购费率优惠方案

2017年5月2日至2017年5月31日投资者通过新浪仓石认购本基金，认购费率折扣最低优惠至1折，具体折扣信息以

新浪仓石相关公告为准；原认购费率为固定费用的，则按原认购费率执行。

二、重要提示

1.本基金的原认购费率参见基金的相关法律文件及本公司发布的最新相关公告。 认购费率优惠方案若有变动，本

公司或新浪仓石将另行公告。

2.本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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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定并另行公告。

3.本优惠活动的规则以销售机构的规定为准。 投资者欲了解基金产品的详细情况，请仔细阅读本基金的基金合同、

招募说明书等法律文件。

四、 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

1.新浪仓石

注册地址：北京市海淀区东北旺西路中关村软件园二期（西扩）N-1、N-2地块新浪总部科研楼5层518室

办公地址：北京市海淀区东北旺西路中关村软件园二期（西扩）N-1、N-2地块新浪总部科研楼5层518室

法定代表人：李昭琛

联系人：付文红

客户服务电话：010-62675369

邮箱：fund@staff.sina.com.cn

网址：http://www.xinca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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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资者投资于本基金前应认真阅读本基金的基金合同和招募说明书。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7年4月28日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易方达

纳斯达克

100

指数证券投资基（

LOF

）

人民币基金份额参与诺亚正行认购费

率优惠活动的公告

为满足广大投资者的理财需求，经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与诺亚正行(上海)基金销售投资

顾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诺亚正行” ）协商一致，2017年5月2日至2017年6月16日易方达纳斯达克100指数证券投资基

金（LOF）（以下简称“本基金” ）人民币基金份额（基金代码：161130）参与诺亚正行的认购费率优惠活动。

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认购费率优惠方案

2017年5月2日至2017年6月16日投资者通过诺亚正行认购本基金人民币基金份额，享有基金认购费率4折优惠，即

实收认购费率＝原认购费率×0.4；原认购费率为固定费用的，则按原认购费率执行。

二、重要提示

1.本基金的原认购费率参见基金的相关法律文件及本公司发布的最新相关公告。 认购费率优惠方案若有变动，本

公司或诺亚正行将另行公告。

2.本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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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定并另行公告。

3.本优惠活动的规则以诺亚正行的规定为准。 投资者欲了解基金产品的详细情况，请仔细阅读本基金的基金合同、

招募说明书等法律文件。

五、 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

1.诺亚正行

注册地址：上海市虹口区飞虹路360弄9号3724室

办公地址：上海杨浦区秦皇岛路32号C栋 2楼

法定代表人：汪静波

联系人：李娟

电话：021-80359115

传真：021-38509777

客户服务电话：400-821-5399

公司网站：www.noah-fun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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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资者投资于本基金前应认真阅读本基金的基金合同和招募说明书。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7年4月28日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易方达

安心回报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恢复

大额申购、大额转换转入业务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17年4月28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易方达安心回报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易方达安心回报债券

基金主代码 110027

基金管理人名称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易方达安心回报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易方达安心回报债券

型证券投资基金更新的招募说明书》

恢复相关业务的日期及原因说明

恢复大额申购日 2017年4月28日

恢复大额转换转入日 2017年4月28日

恢复大额申购、大额转换转入的原因

说明

为满足广大投资者的投资需求

下属分级基金的基金简称 易方达安心回报债券A 易方达安心回报债券B

下属分级基金的交易代码 110027 110028

该分级基金是否恢复大额申购、 大额转换

转入

是 是

注：（1）自2017年4月28日起，易方达安心回报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本基金” ）在非直销销售机构及易

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网上直销系统取消单日单个基金账户累计申购（含定期定额投资及转换

转入）本基金A类基金份额或B类基金份额不应超过2000万元（含）的限制，恢复办理大额申购、大额转换转入业务。

（2）自2017年4月28日起，本基金在本公司直销中心取消单日单个基金账户累计申购或转换转入本基金A类基金份

额或B类基金份额不应超过100万元（含）的限制，恢复办理大额申购、大额转换转入业务。 但本基金仍有权根据保护基

金份额持有人利益的原则全部或部分拒绝申购或转换转入申请。

2.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如有疑问，请拨打本公司客户服务热线400� 881� 8088（免长途话费），或登陆本公司网站www.efunds.com.cn获取

相关信息。

特此公告。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7年4月28日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深圳证券交易所分级基金业务

管理指引》和《上海证券交易所分级

基金业务管理指引》实施的风险提示公告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旗下在沪深交易所上市交易的分级基金具体如下：

基金

名称

基础份额

代码

基础份额场内

简称

A类份额代

码

A类份额场内简

称

B类份额代

码

B类份额场

内简称

上市交易所

易方达中小板指

数分级证券投资

基金

161118 易基中小 150106 中小A 150107 中小B

深圳证券交

易所

易方达银行指数

分级证券投资基

金

161121 银行业 150255 银行业A 150256 银行业B

深圳证券交

易所

易方达并购重组

指数分级证券投

资基金

161123 重组分级 150259 重组A 150260 重组B

深圳证券交

易所

易方达生物科技

指数分级证券投

资基金

161122 生物分级 150257 生物A 150258 生物B

深圳证券交

易所

易方达上证 50指

数分级证券投资

基金

502048 50分级 502049 上证50A 502050 上证50B

上海证券交

易所

易方达国企改革

指数分级证券投

资基金

502006 国企改革 502007 国企改A 502008 国企改B

上海证券交

易所

易方达军工指数

分级证券投资基

金

502003 军工分级 502004 军工A 502005 军工B

上海证券交

易所

易方达证券公司

指数分级证券投

资基金

502010 证券分级 502011 证券A 502012 证券B

上海证券交

易所

由于《深圳证券交易所分级基金业务管理指引》 和《上海证券交易所分级基金业务管理指引》（以下简称 “《指

引》” ）将于2017年5月1日起施行，现将相关风险提示如下：

一、2017年5月1日起仍未在券商营业部开通分级基金相应权限的投资者， 将不能买入分级基金子份额或分拆基础

份额。

二、根据《指引》规定，个人和一般机构投资者应当符合“申请开通权限前二十个交易日日均证券类资产不低于人

民币三十万元”等条件并在券商营业部现场以书面方式签署《分级基金投资风险揭示书》，才能申请开通分级基金相关

权限。 投资者可向相关券商了解权限开通的具体要求和情况，提前做好相应的投资准备。

三、《指引》实施初期，分级基金子份额可能出现交易价格波动加大的情形，投资者可根据自身情况，提前做好相应

的投资安排。

四、分级基金是带有杠杆特性的金融产品，运作机制复杂，投资风险较高。 投资者应当遵循买者自负的原则，根据自

身风险承受能力，审慎决定是否参与分级基金交易及相关业务。

本公司提醒广大投资者，在投资分级基金前应当认真阅读《指引》、基金合同和招募说明书等相关法律文件。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7年4月28日

易方达深证成指交易型开放式指数

证券投资基金合同生效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17年4月28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易方达深证成指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易方达深证成指ETF

基金主代码 159950

基金运作方式 交易型开放式（ETF）

基金合同生效日 2017年4月27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 及其配套法规、《易方达深证成指交易型

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易方达深证成指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

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

2.基金募集情况

基金募集申请获中国证监会核准的文号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6]

2301号

基金募集期间

自2017年3月27日

至2017年4月21日

验资机构名称 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募集资金划入基金托管专户的日期 2017年4月27日

募集有效认购总户数（单位：户） 2,403

募集期间净认购金额（单位：元） 380,976,000.00

认购资金在募集期间产生的利息（单位：元） 25,380.00

募集份额（单位：份）

有效认购份额 380,976,000.00

利息结转的份额 25,380.00

合计 381,001,380.00

其中：募集期间基金管理人运用固

有资金认购本基金情况

认购的基金份额（单位：份） 0.00

占基金总份额比例 0.00%

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

其中：募集期间基金管理人的从业

人员认购本基金情况

认购的基金份额（单位：份） 0.00

占基金总份额比例 0.0000%

募集期限届满基金是否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办理基金备案手续的条件 是

向中国证监会办理基金备案手续获得书面确认的日期 2017年4月27日

注：（1）本基金场内简称为“深成指EF” 。

（2）本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基金投资和研究部门负责人持有本基金份额总量的数量区间为0；本基金的基金经理持

有本基金份额总量的数量区间为0。

（3）本基金合同生效前的信息披露费、会计师费和律师费不从基金财产中列支。

3� .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自基金合同生效之日起，本基金管理人正式开始管理本基金。

基金管理人可根据实际情况依法决定本基金开始办理份额申购的具体日期， 基金管理人自基金合同生效之日起不

超过3个月开始办理份额赎回。 在确定份额申购开始与赎回开始时间后，基金管理人应在份额申购、赎回开放前依照《证

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在指定媒介上公告份额申购与赎回的开始时间。

本基金场外份额申购、赎回的开始时间可能与场内份额申购、赎回的开始时间存在差异，投资者应关注基金管理人

发布的有关公告。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7年4月2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