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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富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旗下部分基金参加北

京百度百盈基金销售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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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与北京百度百盈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百度百盈” ）协商一致，海富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决定

旗下部分开放式基金参加百度百盈的申购费率优惠活动。 现将具体费率优惠情况公告如

下：

一、适用投资者范围

符合法律法规及基金合同规定的合法投资者。

二、适用基金

适用于本公司在百度百盈处于正常申购期的基金产品。

序号 基金代码 基金名称

1 006481 海富通上海清算所中高等级短期融资券指数证券投资基金A类份额

2 162307 海富通中证100指数证券投资基金（LOF）（场内简称：海富100）

3 519003 海富通收益增长证券投资基金

4 519005 海富通股票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5 519011 海富通精选证券投资基金

6 519033 海富通国策导向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7 519061 海富通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份额

8 519062 海富通阿尔法对冲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9 519130 海富通新内需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份额

10 519601 海富通中国海外精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1 519602 海富通大中华精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三、费率优惠活动

1、费率优惠内容

自2019年4月10日起，投资者通过百度百盈申购本公司旗下基金，在不违反法律法规

和基金合同的相关要求下，申购费率不设折扣限制(执行固定申购费用的除外)，具体折扣费

率以百度百盈活动为准。 基金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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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费率优惠期限内，如本公司新增通过百度百盈销售的基金产品，其申购（含定期定额

申购）业务将同时享有上述费率优惠。

2、费率优惠期限

以百度百盈官方网站所示公告为准。

四、重要提示

1、 本优惠活动仅适用于本公司在百度百盈处于正常申购期的基金产品的前端收费模

式。

2、本优惠活动仅适用于本公司产品在百度百盈申购业务的手续费（含定期定额投资

业务产生的申购手续费），不包括基金赎回、转换业务等其他业务的手续费。

3、基金定投费率优惠活动参与基金产品需已在百度百盈开通了基金定投业务。

4、费率优惠活动解释权归百度百盈所有，有关优惠活动的具体规定如有变化，敬请投

资者留意前述销售机构的有关公告。

5、费率优惠活动期间，业务办理的流程以百度百盈的规定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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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了解或咨询相关情况

机构名称 网址 客服热线

北京百度百盈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www.baiyingfund.com 95055-4

海富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www.hftfund.com 40088400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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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者投资基金前应认真阅读

该基金的基金合同和招募说明书。

特此公告。

海富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9年4月8日

海富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旗下部分基金新增北

京百度百盈基金销售有限公司为销售机构的公告

一、北京百度百盈基金销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百度百盈” ）的开放式基金销售资格

已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根据海富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与百度百盈签订的开放

式证券投资基金销售协议，现增加百度百盈为以下基金的销售机构:

基金代码 基金名称 基金简称

A类：006481

C类：007073

海富通上海清算所中高等级短期融资券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海富通上清所短融债券

162307 海富通中证100指数证券投资基金（LOF）（场内简称：海富100） 海富通中证100指数（LOF）

519003 海富通收益增长证券投资基金 海富通收益增长混合

519005 海富通股票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海富通股票混合

519011 海富通精选证券投资基金 海富通精选混合

519033 海富通国策导向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海富通国策导向混合

A类：519061

C类：519060

海富通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海富通纯债债券

519062 海富通阿尔法对冲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海富通阿尔法对冲混合

519130 海富通新内需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份额 海富通新内需混合A

A：519505

B：519506

海富通货币市场证券投资基金 海富通货币

519601 海富通中国海外精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海富通中国海外混合(QDII)

519602 海富通大中华精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海富通大中华混合（QDII）

投资者欲了解基金的详细信息，请仔细阅读上述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法律

文件及本公司发布的最新公告。

二、自2019年4月10日起，投资者均可在百度百盈办理上述基金的开户、申购、赎回等

业务，具体的业务流程、办理时间和办理方式以百度百盈的规定为准。

三、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

1.�百度百盈网站：www.baiyingfund.com

百度百盈客服热线：95055-4

2.�海富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站：www.hftfund.com

海富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全国统一客户服务号码：40088-40099（免长途话费）

海富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官方微信服务号：fund_hft

本公告的解释权归海富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特此公告。

海富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9年4月8日

民生加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旗下基金持有的股票

停牌后估值方法变更的提示性公告

根据证监会[2017]13号公告《中国证监会关于证券投资基金估值业务的

指导意见》的有关规定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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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指导意见，民生加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

司” ） 经与基金托管人协商一致，决定于2019年4月4日起对本公司旗下基金

所持有的股票“格力电器”（股票代码000651）采用“指数收益法” 进行估

值。在该股票复牌且其交易体现了活跃市场交易特征后，恢复按市场价格进行

估值，届时不再另行公告。

投资者可登陆我公司网站（http://www.� msjyfund.com.cn）或拨打客

户服务电话400-8888-388咨询或查阅相关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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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资者投资于本公司管理

的基金时应认真阅读基金合同和招募说明书。

特此公告。

民生加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9年4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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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尔滨誉衡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终止收购上海瑾呈信息科技（集团）有限公司股

权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终止收购事项及退还收购保证金的概述

2018年5月29日，哈尔滨誉衡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召开的第四届董

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终止收购上海瑾呈信息科技（集团）有限公司股权的议

案》，决定终止收购弓静、樟树市亚新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交易对方” ）

持有的上海瑾呈信息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瑾呈集团” ）70%股权；同日，公司

与交易对方签署了《收购框架协议之终止协议》（以下简称“《终止协议》” ）。具体内容详

见2018年5月30日披露于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 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

cninfo.com.cn）（以下简称“指定媒体” ）的《关于终止收购上海瑾呈信息科技（集团）有

限公司股权的公告》。

截至2018年6月6日，交易对方向公司退还收购保证金2,000万元（尚有18,000万元收

购保证金未退还），并向公司出具了《关于退还收购保证金的承诺》。具体内容详见2018年

6月7日、2018年7月4日披露于指定媒体的《关于终止收购上海瑾呈信息科技（集团）有限

公司股权的进展公告》、《关于交易对方未按承诺时间退还收购保证金的公告》。

二、退还收购保证金的进展情况

经公司与交易对方多次沟通、协商，结合交易对方目前的实际情况，交易对方向公司出

具了新版《关于退还收购保证金的承诺》（以下简称“《新承诺》” ），具体内容如下：

1、交易对方或其指定第三方应于2019年3月31日、2019年9月30日再向公司指定的银

行账户每期各退还收购保证金500.00万元。

2、交易对方或其指定第三方应于2019年12月31日前向公司指定的银行账户退还收购

保证金17,000.00万元，以及延期支付的资金占用费。（资金占用费以每个付款日应退还未

退还金额为基数，占用费标准为8%/年，计算至实际退还收购保证金日，按日计提）

3、 若交易对方未能在本承诺函第1、2项下约定的任一付款日足额退还约定的收购保

证金及资金占用费，即为违约，则自违约之日起交易对方自愿按照应退还为退还金额的万

分之五/日向公司支付违约金； 交易对方违约后， 公司可立即采取包括但不限于申请支付

令、诉讼等法律措施收回收购保证金、资金占用费、违约金以及公司为实现债权的全部费用

（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保险费、律师费等）。

4、北京鑫诚瑞捷科技有限公司为上述承诺提供连带保证担保，保证担保范围包括但不

限于收购保证金、资金占用费、违约金以及公司为实现债权的全部费用（诉讼费、保险费、

律师费等）；保证期间为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直至保证担保范围内的主债务本息还清时为

止。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交易对方已按照《新承诺》向公司退还收购保证金500万元；截至

本公告披露日，交易对方已累计退还收购保证金2,500万元，尚有17,500万元收购保证金

及资金占用费、违约金未退还。

三、其他说明

1、公司将密切关注收购保证金的退还情况，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2、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以及巨潮资讯网（http:

//www.cninfo.com.cn），公司相关信息均以上述指定媒体披露的公告为准。 敬请投资者

关注后续公告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哈尔滨誉衡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九年四月八日

报备文件：《关于退还收购保证金的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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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尔滨誉衡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新增轮候冻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2019年4月4日，哈尔滨誉衡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通过中国证券登

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系统查询， 获悉公司控股股东哈尔滨誉衡集团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誉衡集团” ）新增轮候冻结，具体事项如下：

一、控股股东新增轮候冻结的基本情况

1、股份新增轮候冻结的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是否为第一大股东

及一致行动人

轮候冻结股数

（股）

轮候冻结日期

轮候

期限

轮候机关

本次冻结占其直

接所持股份比例

誉衡集团 是 929,789,325 2019年4月2日 36个月

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法

院

100%

2、股份被轮候冻结的原因

经公司询问誉衡集团， 誉衡集团目前尚未收到与本次新增轮候冻结相关的法律文书、

通知文件，无法获悉本次新增轮候冻结的具体内容；誉衡集团正积极处理本次股份被冻结

事宜，争取尽快解除股份冻结事宜。

二、累计被司法冻结及轮候冻结的情况

截至2019年4月3日， 誉衡集团直接持有公司股份929,789,325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42.30%。 誉衡集团累计被司法冻结的数量为929,789,325股，占公司总股份的42.30%；累

计被轮候冻结的数量为2,465,095,543股，超过其实际直接持有的上市公司股份数量。

四、对公司的影响及风险提示

1、公司与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为不同主体，在资产、业务、财务等方面与控股股东

及其一致行动人均保持独立；因此，誉衡集团所持有的公司股份被轮候冻结，不会对公司的

生产经营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经营正常。

2、公司将持续关注该事项的进展情况，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及

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3、《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为公司

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公司所有信息均以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敬请投资者关注

相关公告，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五、备查文件

1、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证券轮候冻结数据表。

特此公告。

哈尔滨誉衡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九年四月八日

兴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基金经理恢复

履行职责的公告

兴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旗下兴业货币市场证券

投资基金、 兴业稳天盈货币市场基金的基金经理刘禹含女士已结束休假，自

2019年4月8日起恢复履行基金经理职务。

本公司已按规定向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海监管局报备上述事项。

特此公告。

兴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9年4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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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铃

B

江铃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

3

月产、销情况的自愿性信息披露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江铃汽车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3月产、销快讯数据如下：

产品

产量（辆） 销量（辆）

本月数

去年 同比 本年

去年同

期累计

数

同比

本月数

去年 同比 本年

去年同

期累计

数

同比

同月数

变化

（%）

累计数 变化 同月数

变化

（%）

累计数 变化

福特品牌商用车 4,149 3,658 13.42% 8,141 9,817 -17.07% 4,513 4,628 -2.48% 8,375 10,019 -16.41%

福特品牌SUV 6,169 932 561.91% 11,280 1,626 593.73% 6,505 873 645.13% 11,227 1,601 601.25%

JMC品牌卡车 11,735 10,251 14.48% 19,543 22,129 -11.69% 12,841 12,917 -0.59% 21,674 22,387 -3.18%

JMC品牌皮卡 6,963 8,353

-16.

64%

12,726 17,171 -25.89% 7,727 9,749 -20.74% 14,093 18,035 -21.86%

JMC品牌轻型客

车

4,143 4,104 0.95% 7,397 8,441 -12.37% 4,404 4,805 -8.35% 7,437 9,342 -20.39%

驭胜品牌SUV 139 1,693

-91.

79%

293 3,580 -91.82% 158 1,727 -90.85% 459 3,521 -86.96%

重卡 76 65 16.92% 312 353 -11.61% 132 9 1366.67% 180 116 55.17%

合计 33,374 29,056 14.86% 59,692 63,117 -5.43% 36,280 34,708 4.53% 63,445 65,021 -2.42%

整车散件出口 520 540 -3.70% 1,660 1,420 16.90% 520 540 -3.70% 1,660 1,420 16.90%

总计 33,894 29,596 14.52% 61,352 64,537 -4.94% 36,800 35,248 4.40% 65,105 66,441 -2.01%

江铃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4月8日

关于平安季添盈三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

金开放申购、赎回及转换业务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19年4月8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平安季添盈三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平安季添盈定开债

基金主代码 006986

基金运作方式

本基金以每个封闭期为周期进行投资运作， 在每个封闭期内不开放申购、赎

回业务，也不上市交易，仅在开放期内开放申购、赎回业务。

本基金每个开放期的首个开放日指每年1月10日、4月10日、7月10日及

10月10日（包括该日），若上述日期为非工作日，则首个开放日为该非工作

日的下一工作日。 本基金每个开放期最长不超过 15个工作日，最短不少于1

个工作日，如封闭期结束后或在开放期内发生不可抗力或其他情形致使基金

无法按时开放申购与赎回等业务的，或依据基金合同需暂停申购或赎回等业

务的，开放期时间顺延，直到满足开放期的时间要求，开放期的具体时间由基

金管理人在每个开放期前依照《信息披露办法》的有关规定在指定媒介上予

以公告。

本基金的封闭期为每相邻两个开放期之间运作时段为一个封闭期，即每

个开放期结束后的次日至下一个开放期的首个开放日的前一日。本基金首个

封闭期为自基金合同生效日起（包括基金合同生效之日）至最近一个开放期

的首个开放日前一日。

本次基金开放期为2019年4月10日。

基金合同生效日 2019年3月5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平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基金注册登记机构名称 平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 及其配套法规、《平安季添盈三个月定

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平安季添盈三个月定期开放债券

型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等

申购起始日 2019年4月10日

赎回起始日 2019年4月10日

转换转入起始日 2019年4月10日

转换转出起始日 2019年4月10日

下属基金份额的简称 平安季添盈定开债A 平安季添盈定开债C

平安季添盈定开债

E

下属基金份额的交易代码 006986 006987 006988

该基金份额是否开放申购、赎回（转换） 是 是 是

2.�申购、赎回及转换业务的办理时间

本基金办理基金份额的申购和赎回的开放日为开放期内的每个工作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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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基金管理人根据法律法规、中国证监会的要求或基金合同的规定公告暂停申购、赎回时除外。封闭期内，本基金不办理

申购与赎回业务，也不上市交易。基金合同生效后，若出现新的证券交易市场、证券交易所交易时间变更或其他特殊情况，基金管理人将视

情况对前述开放日及开放时间进行相应的调整，但应依照《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以下简称“《信息披露办法》” ）的有关规

定在指定媒介上公告。

本基金在开放期内办理申购与赎回业务。 除法律法规或基金合同另有约定外， 本基金每个开放期的首个开放日指每年1月10日、4月

10日、7月10日及10月10日（包括该日），若上述日期为非工作日，则首个开放日为该非工作日的下一工作日。 每个开放期最长不超过 15

个工作日，最短不少于1个工作日，如封闭期结束后或在开放期内发生不可抗力或其他情形致使基金无法按时开放申购与赎回等业务的，

或依据基金合同需暂停申购或赎回等业务的，开放期时间顺延，直到满足开放期的时间要求，开放期的具体时间由基金管理人在每个开放

期前依照《信息披露办法》的有关规定在指定媒介上予以公告。

本次开放期时间为2019年4月10日，开放期内本基金接受申购、赎回及转换申请。 基金管理人不得在基金合同约定之外的日期或者

时间办理基金份额的申购、赎回或者转换。 在开放期内，投资人在基金合同约定之外的日期和时间提出申购、赎回或转换申请且登记机构

确认接受的，其基金份额申购、赎回价格为该开放期内下一开放日基金份额申购、赎回的价格；但若投资人在开放期最后一日业务办理时

间结束之后提出申购、赎回或者转换申请的，视为无效申请。

3.�日常申购业务

3.1�申购金额限制

1、原则上，投资者申购本基金A类基金份额，通过代销机构、基金管理人网上交易系统申购的，单个基金账户单笔最低申购金额起点

为人民币100元（含申购费），追加申购的最低金额为单笔人民币100元（含申购费）。 基金管理人直销柜台接受首次申购申请的最低金额

为单笔人民币50,000元（含申购费），追加申购的最低金额为单笔人民币20,000元（含申购费）。 投资者申购本基金C类基金份额的单笔

最低金额为人民币500万元（含申购费），追加申购的最低金额为人民币20,000元（含申购费）。 投资者申购本基金E类基金份额，通过代

销机构、基金管理人网上交易系统申购的，单笔最低金额为人民币0.01元（含申购费），追加申购的最低金额为人民币0.01元（含申购费）。

基金管理人直销柜台接受首次申购申请的最低金额为单笔人民币50,000元（含申购费）， 追加申购的最低金额为单笔人民币20,000元

（含申购费）。 实际操作中，以各销售机构的具体规定为准。

2、投资者当期分配的基金收益转购基金份额时，不受最低申购金额的限制。

3、投资者可多次申购，对单个投资者的累计持有份额不设上限限制。 但单一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数不得达到或超过基金份额总数的

50%（在基金运作过程中因基金份额赎回等情形导致被动达到或超过50%的除外）。

4、当接受申购申请对存量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构成潜在重大不利影响时，基金管理人应当采取设定单一投资者申购金额上限或基金

单日净申购比例上限、拒绝大额申购、暂停基金申购等措施，切实保护存量基金份额持有人的合法权益。 基金管理人基于投资运作与风险

控制的需要，可采取上述措施对基金规模予以控制，具体请参见相关公告。

3.2�申购费率

申购费率本基金A类基金份额在申购时收取申购费用，C类、E类基金份额不收取申购费用，但从本类别基金资产中计提销售服务费。

本基金A类基金份额对申购设置级差费率。 投资者在一天之内如果有多笔申购，适用费率按单笔分别计算。 具体费率如下：

申购金额（M） 申购费率

M〈50万元 0.30%

50万元≤M〈100万元 0.20%

M≥100万元 1000元/笔

3.3�其他与申购相关的事项

1、本基金A类基金份额的申购费用由申购A类基金份额的投资人承担，不列入基金财产，主要用于本基金的市场推广、销售、登记等各

项费用。

2、基金管理人可以在基金合同约定的范围内调整费率或收费方式，并依照《信息披露办法》的有关规定在指定媒介上公告。

3、基金管理人可以在不违反法律法规规定及基金合同约定的情形下，且对基金份额持有人无实质性不利影响的前提下，根据市场情

况制定基金促销计划，定期或不定期地开展基金促销活动。 在基金促销活动期间，按相关监管部门要求履行必要手续后，基金管理人可以

适当调低基金申购费率。

4、申购遵循“未知价” 原则，即申购价格以申请当日收市后计算的基金份额净值为基准进行计算。

5、拒绝或暂停申购的情形

在开放期间，发生下列情况时，基金管理人可拒绝或暂停接受投资人的申购申请：（1）因不可抗力导致基金无法正常运作。

（2）发生基金合同规定的暂停基金资产估值情况。

（3）证券、期货交易所交易时间非正常停市，导致基金管理人无法计算当日基金资产净值。

（4）基金管理人认为接受某笔或某些申购申请可能会影响或损害现有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时。

（5）基金资产规模过大，使基金管理人无法找到合适的投资品种，或其他可能对基金业绩产生负面影响，或发生其他损害现有基金份

额持有人利益的情形。

（6）基金管理人、基金托管人、基金销售机构或登记机构的异常情况导致基金销售系统、基金登记系统或基金会计系统无法正常运

行。

（7）基金管理人接受某笔或者某些申购申请有可能导致单一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的比例达到或者超过50%，或者变相规避50%集中

度的情形时。

（8）某笔或某些申购申请超过基金管理人设定的基金总规模、单日净申购比例上限、单个投资人单日或单笔申购金额上限的。

（9） 当前一估值日基金资产净值50%以上的资产出现无可参考的活跃市场价格且采用估值技术仍导致公允价值存在重大不确定性

时，经与基金托管人协商确认后，基金管理人应当采取暂停接受基金申购申请的措施。

（10）法律法规规定或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发生上述第（1）、（2）、（3）、（5）、（6）、（9）、（10）项暂停申购情形之一且基金管理人决定暂停申购申请时，基金管理人应当根据

有关规定在指定媒介上刊登暂停申购公告。如果投资人的申购申请被全部或部分拒绝的，被拒绝的申购款项本金将退还给投资人。在暂停

申购的情况消除时，基金管理人应及时恢复申购业务的办理，且开放期按暂停申购的期间相应延长。

4.�日常赎回业务

4.1�赎回份额限制

1、基金份额持有人在销售机构赎回A类基金份额时，每次对本基金的赎回申请不得低于50份基金份额。 基金份额持有人赎回时或赎

回后在销售机构（网点）保留的基金份额余额不足50份的，在赎回时需一次全部申请赎回。若某笔赎回将导致投资者在该销售机构托管的

该基金余额不足50份时，基金管理人有权将投资者在该销售机构剩余份额一次性全部赎回。

2、基金份额持有人在销售机构赎回C类基金份额时，每次对本基金的赎回申请不得低于20,000份基金份额。 基金份额持有人赎回时

或赎回后在销售机构（网点）保留的基金份额余额不足20,000份的，在赎回时需一次全部申请赎回。 若某笔赎回将导致投资者在该销售

机构托管的该基金余额不足20,000份时，基金管理人有权将投资者在该销售机构剩余份额一次性全部赎回。

3、基金份额持有人在赎回E类基金份额时，每次对本基金的赎回申请不得低于1份基金份额。 账户最低持有份额不设下限，投资者全

额赎回或转换转出时不受上述限制。

4.2�赎回费率

针对本基金A类、C类、E类基金份额，赎回费用由赎回基金份额的各类基金份额赎回人承担，其中针对持有期限少于7日的投资者收取

的赎回费用将全额计入基金财产，针对持有期限不少于7日的投资者收取的赎回费用不低于25%的部分归基金财产，其余用于支付登记费

和其他必要的手续费。 赎回费率随赎回基金份额持有期限的增加而递减，具体费率如下：

A、C、E

类份额

持有期限（N为日历日） 赎回费率

N＜7日 1.50%

7日≤N≤30日 0.10%

N〉30日 0

4.3�其他与赎回相关的事项

1、基金管理人可以在基金合同约定的范围内调整费率或收费方式，并依照《信息披露办法》的有关规定在指定媒介上公告。

2、基金管理人可以在不违反法律法规规定及基金合同约定的情形下，且对基金份额持有人无实质性不利影响的前提下，根据市场情

况制定基金促销计划，定期或不定期地开展基金促销活动。 在基金促销活动期间，按相关监管部门要求履行必要手续后，基金管理人可以

适当调低基金赎回费率。

3、赎回遵循“未知价” 原则，即赎回价格以申请当日收市后计算的基金份额净值为基准进行计算。

4、赎回遵循“先进先出” 原则，即按照投资人认购、申购的先后次序进行顺序赎回。

5、暂停赎回或延缓支付赎回款项的情形

在开放期间，发生下列情形时，基金管理人可暂停接受投资人的赎回申请或延缓支付赎回款项：

（1）因不可抗力导致基金管理人不能支付赎回款项。

（2）发生基金合同规定的暂停基金资产估值情况。

（3）证券、期货交易所交易时间非正常停市，导致基金管理人无法计算当日基金资产净值。

（4）发生继续接受赎回申请将损害现有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的情形。

（5） 当前一估值日基金资产净值50%以上的资产出现无可参考的活跃市场价格且采用估值技术仍导致公允价值存在重大不确定性

时，经与基金托管人协商确认后，基金管理人应当采取延缓支付赎回款项或暂停接受基金赎回申请的措施。

（6）法律法规规定或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发生上述情形之一且基金管理人决定暂停接受基金份额持有人的赎回申请或延缓支付赎回款项时，基金管理人应在当日报中国证监

会备案，已确认的赎回申请，基金管理人应足额支付；如暂时不能足额支付，应将可支付部分按单个账户申请量占申请总量的比例分配给

赎回申请人，未支付部分可延期支付。 若在暂停赎回的情况消除时，基金管理人应及时恢复赎回业务的办理并公告，且开放期间可以按暂

停赎回的期间相应延长。

5、日常转换业务

5.1�转换费率

5.1.1�基金转换费

1、基金转换费用由转出基金赎回费用及基金申购补差费用两部分构成。

2、基金转换时，从申购费用低的基金向申购费用高的基金转换时，每次收取申购补差费用；从申购费用高的基金向申购费用低的基金

转换时，不收取申购补差费用。申购补差费用按照转换金额对应的转出基金与转入基金的申购费差额进行补差，具体收取情况视每次转换

时两只基金的申购费的差异情况而定。

5.1.2�基金转换的计算公式

转换费用=转出基金赎回费+转换申购补差费

转出基金赎回费＝转出份额×转出基金当日基金份额净值×转出基金赎回费率

转换金额=转出份额×转出基金当日基金份额净值-转出基金赎回费

转换申购补差费用=转换金额×转入基金申购费率÷（1+转入基金申购费率）-转换金额×转出基金申购费率÷（1+转出基金申购

费率）或，固定申购补差费

转入份额=（转出份额×转出基金当日基金份额净值—转换费用）÷转入基金当日基金份额净值

5.1.3�具体转换费率

本基金作为转换基金时，具体转换费率举例如下：

A、转换金额对应申购费率较高的基金转入到本基金A类基金份额时

例1、 某投资人N日持有平安智能生活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份额10,000份， 持有期为三个月 （对应的赎回费率为

0.50%），拟于N日转换为平安季添盈三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基金份额，假设N日平安智能生活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A类份额的基金份额净值为1.150元，平安季添盈三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基金份额的基金份额净值为1.0500元，则：

1、转出基金即平安智能生活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份额的赎回费用：

转出基金赎回费＝转出份额×转出基金当日基金份额净值×转出基金赎回费率=10,000×1.150×0.50%=57.50元

2、 对应转换金额平安智能生活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份额的申购费率1.5%高于平安季添盈三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

投资基金A类基金份额的申购费率0.30%，因此不收取申购补差费用，即费用为0。

3、此次转换费用：

转换费用=转出基金赎回费+转换申购补差费=57.50+0=57.50元

4、转换后可得到的平安季添盈三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基金份额为：

转入份额= （转出份额×转出基金当日基金份额净值—转换费用）÷转入基金当日基金份额净值= （10,000×1.150-57.50）÷

1.0500=10897.62份

B、转换金额对应申购费率较高的基金转入到本基金E类基金份额时

例2、 某投资人N日持有平安智能生活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份额10,000份， 持有期为三个月 （对应的赎回费率为

0.50%），拟于N日转换为平安季添盈三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E类基金份额，假设N日平安智能生活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A类份额的基金份额净值为1.150元，平安季添盈三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E类基金份额的基金份额净值为1.0500元，则：

1、转出基金即平安智能生活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E类份额的赎回费用：

转出基金赎回费＝转出份额×转出基金当日基金份额净值×转出基金赎回费率=10,000×1.150×0.50%=57.50元

2、 对应转换金额平安智能生活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份额的申购费率1.5%高于平安季添盈三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

投资基金E类基金份额的申购费率0，因此不收取申购补差费用，即费用为0。

3、此次转换费用：

转换费用=转出基金赎回费+转换申购补差费=57.50+0=57.50元

4、转换后可得到的平安季添盈三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E类基金份额为：

转入份额= （转出份额×转出基金当日基金份额净值—转换费用）÷转入基金当日基金份额净值= （10,000×1.150-57.50）÷

1.0500=10897.62份

C、本基金A类基金份额转入转换金额对应申购费率较高的基金

例3、某投资人N日持有平安季添盈三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基金份额10,000份，持有期为三个月（开放期，对应的赎

回费率为0），拟于N日转换为平安智能生活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份额，假设N日平安季添盈三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

基金A类基金份额净值为1.0500元，平安智能生活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份额的基金份额净值为1.150元，则：

1、转出基金即平安季添盈三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基金份额的赎回费用：

转出基金赎回费＝转出份额×转出基金当日基金份额净值×转出基金赎回费率=0元

2、申购补差费为扣除赎回费用后按转出基金与转入基金间的申购补差费计算可得：

转换金额=转出份额×转出基金当日基金份额净值-转出基金赎回费=10,000×1.0500-0=10500.00元

对应转换基金平安智能生活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份额的申购费率1.5%，平安季添盈三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

金A类基金份额的申购费率0.30%。

转换申购补差费用=转换金额×转入基金申购费率÷（1+转入基金申购费率）-转换金额×转出基金申购费率÷（1+转出基金申购

费率）=10500.00×1.5%÷（1+1.5%）-10500.00×0.30%÷（1+0.30%）=123.77元

3、此次转换费用：

转换费用=转出基金赎回费+转换申购补差费=0+123.77=123.77元

4、转换后可得到的平安智能生活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份额为：

转入份额=（转出份额×转出基金当日基金份额净值—转换费用）÷转入基金当日基金份额净值= （10,000×1.0500-123.77）÷

1.150=9022.81份

D、本基金E类基金份额转入转换金额对应申购费率较高的基金

例4、某投资人N日持有平安季添盈三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E类基金份额10,000份，持有期为三个月（开放期，对应的赎

回费率为0），拟于N日转换为平安智能生活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份额，假设N日平安季添盈三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

基金E类基金份额净值为1.0500元，平安智能生活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份额的基金份额净值为1.150元，则：

1、转出基金即平安季添盈三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E类基金份额的赎回费用：

转出基金赎回费＝转出份额×转出基金当日基金份额净值×转出基金赎回费率=0元

2、申购补差费为扣除赎回费用后按转出基金与转入基金间的申购补差费计算可得：

转换金额=转出份额×转出基金当日基金份额净值-转出基金赎回费=10,000×1.0500-0=10500.00元

对应转换基金平安智能生活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份额的申购费率1.5%，平安季添盈三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

金E类基金份额的申购费率为0。

转换申购补差费用=转换金额×转入基金申购费率÷（1+转入基金申购费率）-转换金额×转出基金申购费率÷（1+转出基金申购

费率）=10500.00×1.5%÷（1+1.5%）-10500.00×0÷（1+0）=155.17元

3、此次转换费用：

转换费用=转出基金赎回费+转换申购补差费=0+155.17=155.17元

4、转换后可得到的平安智能生活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份额为：

转入份额=（转出份额×转出基金当日基金份额净值—转换费用）÷转入基金当日基金份额净值= （10,000×1.0500-155.17）÷

1.150=8995.50份

5.1.4�网上交易进行基金转换的费率认定

对于通过本公司网上交易进行基金转换的，在计算申购补差费时，将享受一定的申购费优惠，具体详见本公司网上交易费率说明。

本公司可对上述费率进行调整，并依据相关法规的要求进行公告。

5.2�其他与转换相关的事项

5.2.1�适用基金

本基金可以与本管理人旗下已开通转换业务的基金转换。 包括

平安行业先锋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700001）

平安深证300指数增强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700002）

平安策略先锋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700003）

平安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700004）

平安添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基金代码700005）

平安添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C类，基金代码700006）

平安日增利货币市场基金（基金代码000379）

平安金管家货币市场基金（基金代码003465）

平安财富宝货币市场基金（基金代码000759）

平安交易型货币市场基金A（基金代码003034）

平安新鑫先锋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基金代码000739）

平安新鑫先锋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C类，基金代码001515）

平安智慧中国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001297）

平安鑫享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基金代码001609）

平安鑫享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C类，基金代码001610）

平安鑫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基金代码001664）

平安鑫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C类，基金代码001665）

平安鑫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E类，基金代码007049）

平安安心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基金代码002304）

平安安心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C类，基金代码007048）

平安安享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002282）

平安安盈保本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002537）

平安睿享文娱灵活配置混合证券投资基金（A类，基金代码002450）

平安睿享文娱灵活配置混合证券投资基金（C类，基金代码002451）

平安智能生活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基金代码002598）

平安智能生活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C类，基金代码002599）

平安惠金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基金代码003024）

平安惠金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C类，基金代码006717）

平安惠享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003286）

平安惠隆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003486）

平安惠利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003568）

平安惠融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003487）

平安中证沪港深高股息精选指数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003702）

平安转型创新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基金代码004390）

平安转型创新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C类，基金代码004391）

平安鑫利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基金代码003626）

平安惠裕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基金代码003488）

平安惠裕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C类，基金代码004177）

平安股息精选沪港深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基金代码004403）、

平安股息精选沪港深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C类，基金代码004404）

平安惠泽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004825）

平安惠悦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004826）

平安量化先锋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A类，基金代码005084）

平安量化先锋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C类，基金代码005085）

平安沪深300指数量化增强证券投资基金（A类，基金代码005113）

平安沪深300指数量化增强证券投资基金（C类，基金代码005114）

平安医疗健康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003032）

平安量化精选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A类，基金代码005486）

平安量化精选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C类，基金代码005487）

平安合正定期开放纯债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005127）

平安沪深30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A类，基金代码005639）

平安沪深30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C类，基金代码005640）

平安短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基金代码005754）

平安短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C类，基金代码005755）

平安短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E类，基金代码005756）

平安惠安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006016）

平安合瑞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005766）

平安合韵定期开放纯债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005077）

平安双债添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基金代码005750）

平安双债添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C类，基金代码005751）

平安MSCI中国A股国际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A类，基金代码005868）

平安MSCI中国A股国际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C类，基金代码005869）

平安惠兴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006222）

平安惠轩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006264）

平安中证50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A类，基金代码006214）

平安中证50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C类，基金代码006215）

平安优势产业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基金代码006100）

平安优势产业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C类，基金代码006101）

平安合悦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005884）

平安合丰定期开放纯债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005895）

平安惠锦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005971）

平安惠聚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006544）

平安合慧定期开放纯债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005896）

平安合颖定期开放纯债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005897）

平安合锦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006412）

平安估值优势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基金代码006457）

平安估值优势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C类，基金代码006458）

平安中短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基金代码004827）

平安中短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C类，基金代码004828）

平安中短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E类，基金代码006851）

平安核心优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基金代码006720）

平安核心优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C类，基金代码006721）

（注：同一基金产品的A、C、E类份额之间不能相互转换）

参加基金转换的具体基金以各代销机构的规定为准，定期开放的基金在处于开放状态时可参与转换，封闭时无法转换。

5.2.2办理机构

办理本基金与平安旗下其它开放式基金之间转换业务的投资者需到同时销售拟转出和转入两只基金的同一销售机构办理基金的转

换业务。 具体以销售机构规定为准。

本公司直销渠道开通本基金的转换业务。其他销售机构开通本基金转换业务的时间以销售机构为准，本公司可不再特别公告，敬请广

大投资者关注各销售机构开通上述业务的公告或垂询有关销售机构。

5.2.3转换的基本规则

1、基金转出视为赎回，转入视为申购。

2、投资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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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转换只能在同一销售机

构的同一交易账号内进行。

3、基金转换以份额为单位进行申请。

4、基金转换采取“未知价” 法，即以申请受理当日各转出、转入基金的基金份额净值为基准进行计算。

5、对于转换后持有时间的计算，统一采取不延续计算的原则，即转入新基金的份额的持有时间以转换确认成功日为起始日进行计算。

6、基金转换采用“先进先出” 原则，即按照投资人认购、申购的先后次序进行转换。

5.2.4转出份额限制

基金转换的限制基金转换分为转换转入和转换转出。 对于A类基金份额，每次转出份额不得低于50份。 留存份额不足50份的，只能一

次性赎回或转换。 对于C类基金份额，每次转出份额不得低于20,000份。 留存份额不足20,000份的，只能一次性赎回或转换。 对于E类基

金份额，每次转出份额不得低于1份；留存份额不设下限，投资者全额赎回或转换转出时不受上述限制。

6.�定期定额投资业务

本基金暂不开通定期定额投资业务。

7.�基金销售机构

7.1直销机构

名称：平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直销中心

办公地址：深圳市福田区福田街道益田路5033号平安金融中心34层

直销电话：0755-22627627

直销传真：0755-23990088

联系人：郑权

网址：www.fund.pingan.com

客户服务电话：400－800－4800

7.2�销售机构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第一创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平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申万宏源证券有限公司、

申万宏源西部证券有限公司、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东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世纪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海银基金

股份有限公司、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信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大同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中信证券（山东）有限责任公司、南京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天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联讯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华鑫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中

信期货有限公司、弘业期货股份有限公司、上海陆金所基金销售有限公司、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华瑞保险销售

有限公司、上海天天基金销售有限公司、蚂蚁（杭州）基金销售有限公司、上海凯石财富基金销售有限公司、京东金融-北京肯特瑞财富投

资管理有限公司。

8.�基金份额净值公告/基金收益公告的披露安排

在基金封闭期内，本基金将至少每周公告一次基金资产净值和各类基金份额的基金份额净值。

在基金开放期每个开放日的次日，基金管理人将通过网站、基金份额发售网点以及其他媒介，披露开放日的各类基金份额的基金份额

净值和基金份额累计净值。

基金管理人将公告半年度和年度最后一个市场交易日基金资产净值和各类基金份额的基金份额净值。基金管理人将在前款规定的市

场交易日的次日，将基金资产净值、各类基金份额的基金份额净值和基金份额累计净值登载在指定媒介上。

9.�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9.1申购和赎回的申请方式

投资人必须根据销售机构规定的程序，在开放期的开放日的具体业务办理时间内提出申购或赎回的申请。

9.2申购和赎回的款项支付

投资人申购基金份额时，必须在规定时间前全额交付申购款项，否则所提交的申购申请不成立。投资人在规定时间前全额交付申购款

项，申购申请成立；登记机构确认基金份额时，申购生效。

基金份额持有人在提交赎回申请时，必须有足够的基金份额余额，否则所提交的赎回申请不成立。 基金份额持有人递交赎回申请，赎

回成立；登记机构确认赎回时，赎回生效。基金份额持有人赎回申请成功后，基金管理人将在T＋7日(包括该日)内支付赎回款项。 在发生巨

额赎回或基金合同约定的其他暂停赎回或延缓支付赎回款项的情形时，款项的支付办法参照基金合同有关条款处理。

如遇证券、期货交易所或交易市场数据传输延迟、通讯系统故障、银行数据交换系统故障或其他非基金管理人及基金托管人所能控制

的因素影响业务处理流程，则赎回款项划付时间相应顺延，顺延至该因素消除的最近一个工作日。

9.3申购和赎回申请的确认

基金管理人应以交易时间结束前受理有效申购和赎回申请的当天作为申购或赎回申请日(T日)，在正常情况下，本基金登记机构在

T+1日内对该交易的有效性进行确认。 T日提交的有效申请，投资人应在T+2日后(包括该日)及时到销售网点柜台或以销售机构规定的其

他方式查询申请的确认情况。 若申购不成功或无效，则申购款项本金退还给投资人。

基金销售机构对申购、赎回申请的受理并不代表申请一定成功，而仅代表销售机构确实接收到申请。 申购、赎回申请的确认以登记机

构的确认结果为准。 对于申请的确认情况，投资人应及时查询并妥善行使合法权利，否则，由此产生的任何损失由投资人自行承担。

基金管理人可以在法律法规和基金合同允许的范围内，对上述业务办理时间进行调整，基金管理人必须依照《信息披露办法》的有关

规定在指定媒介上公告。

本基金对各类基金份额的基金资产合并进行投资管理；申购、赎回价格以申请当日收市后计算的各类基金份额净值为基准进行计算。

本公告仅对本基金开放申购、赎回及转换业务的有关事项予以说明。 投资者欲了解本基金的详细情况，请详细阅读《平安季添盈三个

月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和《平安季添盈三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 投资者亦可拨打本基金

管理人的全国统一客户服务电话400－800－4800（免长途话费）及直销专线电话0755－22627627咨询相关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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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资有风险，敬请投资者在投资基金前认真阅读《平安季添盈三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平安季添盈三个月定期

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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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9年4月8日

融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旗下基金持有的停牌股票估值方法调整的

公告

尊敬的基金投资者：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证券投资基金估值业务的指导意见》（证监会公告[2017]13号）

的规定，经与托管银行协商，我公司决定自2019年4月4日起，对旗下基金所持有的停牌股票

“格力电器”（股票代码：000651）用“指数收益法”进行估值，其中所用指数为中基协基金

行业股票估值指数（简称“AMAC行业指数” ）。

本公司将综合参考各项相关影响因素并与基金托管人协商，在该股票交易体现活跃市

场交易特征之日起，对其恢复按交易所收盘价进行估值。届时不再另行公告。敬请投资者予

以关注。

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

融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站：www.rtfund.com

客户服务电话：0755-26948088、40088380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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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融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一九年四月八日

融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新增东海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为销售机构并开通定期定额投资业务、转换业

务及参加其申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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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融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融

通基金” ）与东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东海证券” ）签署的销售协议，从2019年

4月8日起，东海证券开始销售融通基金旗下部分开放式基金并开通定期定额投资业务和转

换业务，并自同日起参加东海证券开展的前端申购费率优惠活动。 现将相关事宜公告如下：

一、 销售基金名称及基金代码：

基金名称 基金代码

融通通泰保本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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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融通通源短融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000394（A类）

融通通瑞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000466（A类）、000858（B类）、000859（C类）

融通转型三动力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00717（前端）、000718（后端）

融通健康产业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00727（前端）、000731�（后端）

融通互联网传媒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01150（前端）、001151（后端）

融通新区域新经济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01152（前端）、001153（后端）

融通通鑫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01470

融通新能源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01471（前端）、001472（后端）

融通跨界成长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01830（前端）、001831（后端）

融通中国风1号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01852（前端）、001853（后端）

融通成长30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02252（前端）、002253（后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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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606（后端）

融通国企改革新机遇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02612（前端）、002613（后端）

融通现金宝货币市场基金 002788（A类）、004398（B类）

融通新趋势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02955（前端）、002956（后端）

融通通乾研究精选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02989

融通沪港深智慧生活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03279

融通通润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003650

融通收益增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004025（A类）、004026�（C类）

融通逆向策略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05067

融通中国概念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QDII） 005243

融通红利机会主题精选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05618（A类）、005619（C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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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1602（后端）

融通债券投资基金 161603（A类）、161653（B类）、161693（C类）

融通深证100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161604（A类）、161654（B类）

融通蓝筹成长证券投资基金 161605（前端）、161655（后端）

融通行业景气证券投资基金 161606（前端）、161656（后端）

融通巨潮100指数证券投资基金（LOF） 161607（A类）、161657（B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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1659（后端）

融通领先成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LOF） 161610（前端）、161660（后端）

融通内需驱动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61611（前端）、161661（后端）

融通深证成份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161612（A类）、161662（B类）

融通创业板指数增强型证券投资基金 161613（A类）、161663（B类）

融通四季添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LOF） 161614

融通医疗保健行业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61616（前端）、161617（后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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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融通核心价值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QDII） 161620

融通汇财宝货币市场基金 161622（A类）、161623（B类）、004399（E类）

融通可转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161624（A类）、161625（C类）

融通通福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LOF） 161626（A类）、161627（C类）

融通中证人工智能主题指数证券投资基金（LOF） 161631

融通研究优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06084

融通超短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007006（A类）、007007（C类）

注：1、融通核心价值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QDII）、融通中国概念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QDII)、融通通福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LOF）、融通超短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暂不开通

转换业务；

2、融通易支付货币市场证券投资基金B类、融通岁岁添利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

金、融通汇财宝货币市场基金A/B类、融通通泰保本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融通月月添利定

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融通通鑫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融通通盈灵活配置

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融通通福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LOF）、融通超短债债券型证券投资

基金暂不开通定期定额投资业务；

3、融通超短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融通月月添利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融

通岁岁添利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目前处于封闭期， 开放时间请留意后续相关公

告。

二、费率优惠内容：

1、自本公告日起，投资者通过东海证券申购或定期定额申购上述基金，其申购费率享

有最低至4折的优惠，但优惠后的申购费率不低于0.6%；原申购费率低于0.6%，则按原申购

费率执行，不再享有费率折扣（限前端、场外模式）。 各基金具体折扣费率以东海证券活动

公告为准。 若申购费率是固定费用的，则按固定费用执行，不再享有费率折扣。 各基金费率

请详见各基金相关法律文件及最新的业务公告。

2、本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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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购手续费、处于基金募集期的基金认购费及基金转换业

务等其他业务的基金手续费。

3、关于本次优惠活动的结束时间，经本公司与东海证券协商一致后，将另行公告。 相关

业务规则如有变动，请以东海证券的最新规定为准。

三、其他提示：

1、投资者通过东海证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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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关业务

规则如有变动，请以本公司最新发布的公告为准。

2、投资者通过东海证券办理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相关的定期定额投资业务具体程序和

业务规则详见东海证券的相关规定。

3、投资者欲了解基金的详细情况，请仔细阅读各基金《基金合同》和《招募说明书》等

法律文件。

四、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

1、东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网址：www.longone.com.cn；

客户服务电话：95531；400-888-8588。

2、融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网址：www.rtfund.com；

客户服务电话：400-883-8088（免长途话费）；0755-269480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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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此公告。

融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一九年四月八日

华泰柏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增加大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为旗下部

分基金代销机构同时开通基金转换业务的公告

为满足广大投资者的理财需求，根据华泰柏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本公司” )与大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通证券” )签订的《开放

式证券投资基金销售代理主协议》、《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销售代理补充协

议》，大通证券自2019年4月9日起增加代销本公司旗下部分基金，同时开通基

金转换业务,具体事宜公告如下：

一、 适用基金

表一

序号 基金名称 基金代码

1 华泰柏瑞盛世中国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460001

2 华泰柏瑞积极成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 460002

3 华泰柏瑞金字塔稳本增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B类 519519/460003

4 华泰柏瑞价值增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460005

5 华泰柏瑞货币市场证券投资基金A类/B类 460006/460106

6 华泰柏瑞行业领先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460007

7 华泰柏瑞量化先行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460009

8 华泰柏瑞亚洲领导企业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460010

9 华泰柏瑞上证中小盘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 460220

10 华泰柏瑞信用增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164606

11 华泰柏瑞沪深30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A类/C类 460300/006131

12 华泰柏瑞稳健收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C类 460008/460108

13 华泰柏瑞量化增强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 000172

14 华泰柏瑞丰盛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C类 000187/000188

15 华泰柏瑞季季红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000186

16 华泰柏瑞创新升级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00566

17 华泰柏瑞丰汇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C类 000421/000422

18 华泰柏瑞量化优选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00877

19 华泰柏瑞创新动力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00967

20 华泰柏瑞量化驱动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C类 001074/006531

21 华泰柏瑞积极优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001097

22 华泰柏瑞中证50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A类/C类 001214/006087

23 华泰柏瑞消费成长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01069

24 华泰柏瑞新利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 001247

25 华泰柏瑞量化智慧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C类 001244/006104

26 华泰柏瑞健康生活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01398

27 华泰柏瑞量化绝对收益策略定期开放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001073

28 华泰柏瑞激励动力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 001815

29 华泰柏瑞量化对冲稳健收益定期开放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002804

30 华泰柏瑞多策略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03175

31 华泰柏瑞天添宝货币市场基金A类/B类 003246/003871

32 华泰柏瑞新经济沪港深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03413

33 华泰柏瑞价值精选30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03954

34 华泰柏瑞量化创优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04394

35 华泰柏瑞生物医药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04905

36 华泰柏瑞富利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04475

37 华泰柏瑞量化阿尔法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C类 005055/006532

38 华泰柏瑞港股通量化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05269

39 华泰柏瑞战略新兴产业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05409

40 华泰柏瑞新金融地产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05576

41 华泰柏瑞国企整合精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05806

42 华泰柏瑞医疗健康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05805

43 华泰柏瑞现代服务业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06236

44 华泰柏瑞MSCI中国A股国际通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A类/C类 006286/006293

自2019年4月9日起，投资者可通过大通证券任何渠道办理表一内处于开

放期基金的开户、申购、赎回等业务。

二、通过大通证券开通上述基金转换业务

本公司自2019年4月9日起在大通证券开通上述除华泰柏瑞信用增利债

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华泰柏瑞亚洲领导企业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华泰柏瑞金

字塔稳本增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 华泰柏瑞港股通量化灵活配置混合

型证券投资基金以外基金的转换业务。 基金转换费用的收取方法及业务规则

请参见各基金最新的招募说明书及本公司已刊登的基金间办理转换业务的相

关公告，投资者申请基金转换时应遵循大通证券的规定提交业务申请。

三、业务咨询

大通证券的开放式基金代销资格已获中国证监会批准。投资者若有疑问，

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情况：

1、大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4008-169-169

公司网址：www.daton.com.cn

2、华泰柏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400-888-0001、（021）38784638

公司网址：www.huatai-pb.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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注意投资

风险。

特此公告。

华泰柏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9年4月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