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融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向养老金客户实施特定申购和赎

回费率情况的公告

为了更好地向养老金客户提供专业的投资理财服务，融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

司” ）现对旗下基金面向养老金客户实施特定申购和赎回费率情况进行汇总并公告如下：

一、本公司的养老金客户范围

本公司对养老金客户通过本公司直销柜台（指本公司及本公司的北京分公司、上海分公司，不

含网上直销交易系统）办理本公司旗下部分基金的前端收费模式的申购及赎回业务的，适用较为

优惠的费率。 其中，养老金客户范围包括：

1、全国社会保障基金；

2、可以投资基金的地方社会保障基金；

3、企业年金单一计划以及集合计划；

4、企业年金理事会委托的特定客户资产管理计划；

5、企业年金养老金产品；

6、职业年金计划；

7、养老目标基金；

8、个人税收递延型商业养老保险产品；

9、养老保障管理产品。

如将来出现经养老基金监管部门认可的新的养老基金类型， 本公司将视情况将其纳入养老金

客户范围。 如养老金客户范围有调整的，本公司将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二、本公司旗下基金适用于养老金客户的费率情况：

1、 通过本公司的直销柜台申购本公司旗下部分开放式基金的养老金客户的申购费为每笔100

元，适用的基金和代码为：

序号 基金代码 基金全称

1 000142 融通增强收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2 000437 融通通启一年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3 000466 融通通瑞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4 000717 融通转型三动力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5 000727 融通健康产业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6 001150 融通互联网传媒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7 001152 融通新区域新经济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8 001470 融通通鑫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9 001471 融通新能源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0 001830 融通跨界成长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1 001852 融通中国风1号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2 002049 融通新机遇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3 002252 融通成长30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4 002342 融通增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15 002415 融通通盈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6 002605 融通新消费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7 002612 融通通慧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8 002635 融通增鑫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19 002719 融通增祥三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20 002807 融通通安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21 002825 融通通和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22 002869 融通通裕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23 002955 融通新趋势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24 002989 融通通乾研究精选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25 003146 融通通优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26 003279 融通沪港深智慧生活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27 003648 融通通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28 003674 融通通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29 003728 融通通宸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30 004025 融通收益增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31 005067 融通逆向策略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32 005243 融通中国概念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QDII）

33 005289 融通通昊三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34 005618 融通红利机会主题精选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35 005668 融通新能源汽车主题精选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36 006084 融通研究优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37 006163 融通增辉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38 006164 融通通捷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39 006206 融通增悦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40 007261 融通消费升级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41 007516 融通增润三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42 007527 融通量化多策略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43 007546 融通增享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44 007988 融通通恒63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45 008382 融通产业趋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46 008445 融通产业趋势先锋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47 008573 融通通远三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48 008787 融通中债1-3年国开行债券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49 008837 融通通益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50 009150 融通动态平衡配置3个月持有期混合型基金中基金（FOF）

51 009891 融通产业趋势臻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52 161601 融通新蓝筹证券投资基金

53 161603 融通债券投资基金

54 161604 融通深证100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55 161605 融通蓝筹成长证券投资基金

56 161606 融通行业景气证券投资基金

57 161609 融通动力先锋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58 161611 融通内需驱动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59 161612 融通深证成份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60 161613 融通创业板指数增强型证券投资基金

61 161616 融通医疗保健行业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62 161618 融通岁岁添利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63 161620 融通核心价值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64 161624 融通可转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65 161628 融通中证军工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

66 161629 融通中证全指证券公司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

67 161631 融通中证人工智能主题指数证券投资基金（LOF）

2、通过本公司的直销柜台赎回本公司旗下部分开放式基金的养老金客户的赎回费，仅按归入

基金资产部分收取赎回费，适用的基金和代码：

序号 基金代码 基金名称

1 000466 融通通瑞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2 000717 融通转型三动力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3 000727 融通健康产业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4 001150 融通互联网传媒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5 001152 融通新区域新经济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6 001470 融通通鑫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7 001471 融通新能源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8 001830 融通跨界成长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9 001852 融通中国风1号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0 002049 融通新机遇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1 002252 融通成长30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2 002415 融通通盈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3 161601 融通新蓝筹证券投资基金

14 161603 融通债券投资基金

15 161604 融通深证100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16 161605 融通蓝筹成长证券投资基金

17 161606 融通行业景气证券投资基金

18 161607 融通巨潮100指数证券投资基金(LOF)

19 161609 融通动力先锋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20 161610 融通领先成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LOF)

21 161611 融通内需驱动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22 161612 融通深证成份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23 161613 融通创业板指数增强型证券投资基金

24 161614 融通四季添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LOF)

25 161616 融通医疗保健行业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26 161624 融通可转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27 161628 融通中证军工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

28 161629 融通中证全指证券公司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

上述各基金具体赎回费率及归入基金资产比例情况请查阅各基金的招募说明书、 基金产品资

料概要及其更新。

三、风险提示：

1、本公告的最终解释权归本公司所有。本公告仅对截至本公告发布日，于本公司直销柜台适用

的养老金客户范围及其优惠费率情况予以汇总说明。 后续如本公司直销柜台对养老金客户实施优

惠费率的情况有变化的，本公司将另行公告，敬请投资者留意。

投资者欲了解上述基金的详细情况， 可通过本公司网站查阅上述基金的基金合同、 招募说明

书、基金产品资料概要及其更新和相关公告等信息披露文件。 如有疑问，投资者可登录公司网站：

www.rtfund.com或拨打客户服务热线：4008838088（免长途费）、0755-26948088咨询。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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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产品资料概要及其更新。 敬请投资者关注适当性管理相关规

定，提前做好风险测评，并根据自身的风险承受能力购买风险等级相匹配的产品。

特此公告。

融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二〇年九月三十日

融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融通中证全指证券公司指数分级

证券投资基金以通讯方式召开基金份

额持有人大会相关事项的提示性公告

融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基金管理人” ）决定以通讯方式召开融通中证全指证券公

司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融通证券份额场内简称：融通证券，基金代码：161629；融通证券A份额

场内简称：证券A基，基金代码：150343；融通证券B份额场内简称：证券B基，基金代码：150344）的

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会议投票表决起止时间为自2020年9月24日起，至2020年10月20日17：00止。

为保护投资者利益，现基金管理人提示如下：

一、如本次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未成功召开或议案未通过，基金管理人将根据中国人民银行、

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国家外汇管理局联合发布的《关于规范

金融机构资产管理业务的指导意见》的要求，于2020年底完成对本基金的整改，取消分级运作机

制，将融通证券A份额、融通证券B份额按照基金份额参考净值折算为融通证券份额。 届时，基金管

理人将相应变更基金名称、修改基金合同并就取消分级运作的安排进行公告。敬请投资者合理安排

投资计划。

二、融通证券A份额、融通证券B份额将自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计票之日（2020年10月21日）开

市起停牌，并于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决议生效公告发布日10:30复牌。 敬请基金份额持有人关注本

基金停牌期间的流动性风险。

三、本次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相关公告可通过基金管理人网站查阅，投资者如有任何疑问，可

致电基金管理人客户服务电话400-883-8088咨询或登录基金管理人网站（www.rtfund.com）获

取相关信息。

融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0�年9月30日

鹏扬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旗下鹏扬汇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在中国国际金

融股份有限公司开展费率优惠活动的公告

为了更好地满足投资者的理财需求，根据法律法规和《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相关法律

文件的规定，鹏扬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经与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中金公司” ）协商一致，决定自2020年10月12日起，对在中金公司参与本公司旗下鹏扬汇利

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相关业务的投资者开展费率优惠活动。 现将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费率优惠方案

自2020年10月12日起，投资者通过中金公司申购、定期定额投资鹏扬汇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

金A（基金代码：004585），享受折扣费率不低于1折优惠，其中单笔固定费率仍按原费率收取。

二、重要提示

1、投资者在中金公司办理基金的投资事务，具体费率计算、办理规则及程序以中金公司的安排

和规定为准。 原申购费率，参见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及本公司发布的最新相关公告。

2、本优惠活动仅适用于我司产品在中金公司的申购及定期定额申购手续费。

3、费率优惠活动解释权归销售机构所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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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产品资料概要》等法律文件及相关业务公告。

三、咨询途径

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

1、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400-910-1166

网址：www.cicc.com

2、鹏扬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400-968-6688

网址：www.pyamc.com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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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者投资本公司管理的基金时，应认真阅读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产品资料概要

等法律文件，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鹏扬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二〇年九月三十日

华泰柏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调整旗下基金在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招赢通平台费率优惠活动的公告

为更好的向客户提供服务，经与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协商一致，华泰柏瑞基金管理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决定，自2020年9月30日起本公司将对旗下基金在招商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旗下招赢通平台（以下简称“招赢通” ）费率优惠标准进行调整。现将具体

费率优惠情况公告如下：

一、费率优惠活动

1、费率优惠内容

自2020年9月30日起，投资者通过招赢通认购、申购及定期定额投资、转换（限前端收

费模式）本公司旗下基金，认购费率、申购（含定期定额投资）费率、转换申购补差费率享

受1折优惠，若原申购费率是固定费用的，按原费用执行，不享有费率折扣，具体折扣费率以

招赢通官网页面公示为准。基金原费率请详见招募说明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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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本公司新增通过招赢通销售的基金产品，将同时开通该基金上述

优惠活动。

2、费率优惠期限

暂不设截止日期，具体以招赢通官方网站所示公告为准。

二、重要提示

1、本优惠活动仅适用于基金认购、申购（含定期定额投资）、转换业务的手续费，不包

括基金赎回等其他业务的手续费。

2、费率优惠活动解释权归招赢通所有，有关优惠活动的具体规定如有变化，敬请投资

者留意招赢通的有关公告。

3、费率优惠活动期间，业务办理的流程以招赢通的规定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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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了解或咨询相关情况

1、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招赢通平台

客户热线：95555

网站：https://fi.cmbchina.com

2、华泰柏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400-888-0001、（02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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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9月30日

国联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旗下部分基金增加中信证券（华

南）为代销机构的公告

根据国联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与中信证券华南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中信证券华南” ）签署的国联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销售服务代理协议，自

2020年9月30日起，中信证券华南为本公司旗下部分基金的销售机构。 现就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业务范围

投资者可在中信证券华南的营业网点办理下述基金的申购、赎回、定期定额投资等相关业务：

国联安鑫享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简称：国联安鑫享灵活配置混合；基金代码：A

类 001228、C类 002186）

国联安信心增长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简称：国联安信心增长债券B；基金代码：253061）

国联安6� 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简称：国联安6个月定开债；基金代码：A类

007701、C类 007702）

国联安货币市场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简称：国联安货币B；基金代码：253051）

二、定期定额投资业务规则

定期定额投资业务（以下简称“定投” ）是指投资者通过向有关销售机构提交申请，约定每期

申购日、扣款金额及扣款方式，由指定的销售机构在投资者指定资金账户内自动扣款并于每期约定

的申购日提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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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适用投资者范围

基金定投业务适用于符合基金合同的个人投资者和机构投资者。

2、办理场所

投资者可到中信证券华南营业网点或通过中信证券华南认可的受理方式办理定投业务申请。

具体受理网点或受理方式见中信证券华南各分支机构的公告。

3、办理时间

本业务的申请受理时间与本公司管理的基金在中信证券华南进行日常申购业务的受理时间相

同。

4、申请方式

（1）凡申请办理定投业务的投资者须首先开立本公司开放式基金账户（已开户者除外），具体

开户程序请遵循中信证券华南的规定。

（2）已开立国联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开放式基金账户的投资者请携带本人有效身份证件及相

关业务凭证，到中信证券华南各营业网点或中信证券华南认可的受理方式申请增开交易账号（已

在中信证券华南开户者除外），并申请办理定投业务，具体办理程序请遵循中信证券华南的规定。

5、扣款方式和扣款日期

投资者须遵循中信证券华南的基金定投业务规则，指定本人的人民币结算账户作为扣款账户，

根据中信证券华南规定的日期进行定期扣款。

6、扣款金额

投资者应与中信证券华南就相关基金申请开办定投业务约定每月固定扣款金额， 具体最低申

购金额遵循中信证券华南的规定，但每月最少不得低于人民币100元（含100元）。

7、定投业务申购费率

参加定投业务适用的申购费率同相关基金的招募说明书及其更新或相关的最新公告中载明的

申购费率。

8、交易确认

每月实际扣款日即为基金申购申请日，并以该日（T日）的基金单位资产净值为基准计算申购

份额，申购份额将在T+1工作日确认成功后直接计入投资者的基金账户内。 基金份额确认查询起始

日为 T+2工作日。

9、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的变更和终止

（1）投资者变更每期扣款金额、扣款日期、扣款账户等，须携带本人有效身份证件及相关凭证

到原销售网点或通过中信证券华南认可的受理方式申请办理业务变更， 具体办理程序遵循中信证

券华南的规定。

（2）投资者终止本业务，须携带本人有效身份证件及相关凭证到中信证券华南申请办理业务

终止，具体办理程序遵循中信证券华南的有关规定。

（3）本业务变更和终止的生效日遵循中信证券华南的具体规定。

三、转换业务规则

基金转换是指开放式基金份额持有人将其持有某只基金的部分或全部份额转换为同一基金管

理人管理的另一只开放式基金份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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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该销售机构代理的同一基金管理人管理的、在同一注册登记机构处注册登记的、同一收费模式的开

放式基金。

1、基金转换费及转换份额的计算：

进行基金转换的总费用包括转换手续费、 转出基金的赎回费和转入基金与转出基金的申购补

差费三部分。

（1）转换手续费率为零。 如基金转换手续费率调整将另行公告。

（2） 转入基金与转出基金的申购补差费按转入基金与转出基金之间申购费率的差额计算收

取，具体计算公式如下：

转入基金与转出基金的申购补差费率 =� max� [（转入基金的申购费率-转出基金的申购费

率），0� ]，即转入基金申购费率减去转出基金申购费率，如为负数则取零。

前端份额之间转换的申购补差费率按转出金额对应转入基金的申购费率和转出基金的申购费

率作为依据来计算。 后端份额之间转换的申购补差费率为零，因此申购补差费为零。

2、转换份额的计算公式：

转出金额＝转出基金份额×转出基金当日基金份额净值

转换费用＝转换手续费＋转出基金的赎回费＋申购补差费

其中：

转换手续费＝0

赎回费＝转出金额×转出基金赎回费率

申购补差费＝(转出金额－赎回费)×申购补差费率/(1+申购补差费率)

（1）如果转入基金的申购费率 〉 转出基金的申购费率

转换费用＝转出基金的赎回费+申购补差费

（2）如果转出基金的申购费率 ≥ 转入基金的申购费率

转换费用＝转出基金的赎回费

（3）转入金额 =�转出金额 -�转换费用

（4）转入份额 =�转入金额 /�转入基金当日基金份额净值

其中，转入基金的申购费率和转出基金的申购费率均以转出金额作为确定依据。

注：转入份额的计算结果四舍五入保留到小数点后两位。

3、转换业务规则：

（1）基金转换以份额为单位进行申请。投资者办理基金转换业务时，转出的基金必须处于可赎

回状态，转入的基金必须处于可申购状态。

（2）基金转换采取未知价法，即以申请受理当日各转出、转入基金的单位资产净值为基础进行

计算。

（3）正常情况下，基金注册登记机构将在T+1日对投资者T日的基金转换业务申请进行有效性

确认。 在T+2日后（包括该日）投资者可在相关网点查询基金转换的成交情况。

（4）目前，每次对上述单只基金转换业务的申请原则上不得低于100份基金份额；如因某笔基

金转出业务导致该基金单个交易账户的基金份额余额少于100份时，基金管理人将该交易账户保留

的基金份额余额一次性全额转出。 单笔转入申请不受转入基金最低申购限额限制。

（5）单个开放日单只基金净赎回申请（赎回申请份额与转出申请份额总数，扣除申购申请份

额与转入申请份额总数后的余额） 超过上一开放日该基金总份额的10%时， 即认为发生了巨额赎

回。 发生巨额赎回时，基金转出与基金赎回具有相同的优先等级，基金管理人可根据该基金资产组

合情况，决定全额转出或部分转出，并且对于基金转出和基金赎回采取相同的比例确认。 在转出申

请得到部分确认的情况下，未确认的转出申请将不予以顺延。

（6）目前，原持有基金为前端收费模式下基金份额的，只能转换为其他前端收费模式的基金份

额，后端收费模式下的基金份额只能转换为其他后端收费模式的基金份额。

（7）上述业务规则具体以各相关基金注册登记机构的有关规定为准。

（8）在中信证券华南具体可办理转换业务的本公司旗下基金，为中信证券华南已销售并开通

转换业务的基金。

基金管理人可以在基金合同约定的范围内根据实际情况调整转换业务规则并公告。

四、投资者可以通过以下途径了解或咨询相关详情

1、国联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热线：021-38784766，400-700-0365（免长途话费）

网站：www.cpicfunds.com

2、中信证券华南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热线：020-88836999

网站：www.gzs.com.cn

五、重要提示

1、本公告仅就中信证券华南开通本公司旗下部分基金的申购、赎回、定期定额投资等相关销售

业务的事项予以公告。今后中信证券华南若代理本公司旗下其他基金的销售及相关业务，届时将另

行公告。

2、本公告涉及上述基金在中信证券华南办理基金销售业务的其他未明事项，敬请遵循中信证

券华南的具体规定。

3、投资者办理基金交易等相关业务前，应仔细阅读相关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及其更

新、风险提示及相关业务规则和操作指南等文件。

4、本公告的最终解释权归本公司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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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金的过往业绩并不代表其将来表现，基金管理人管理的其他基金的业

绩并不构成基金业绩表现的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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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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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联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二〇年九月三十日

国联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旗下部分基金增加中信证券（山

东）为代销机构的公告

根据国联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与中信证券（山东）有限责任公司（以下

简称“中信证券山东” ）签署的国联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销售服务代理协议，

自2020年9月30日起，中信证券山东为本公司旗下部分基金的销售机构。 现就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业务范围

投资者可在中信证券山东的营业网点办理下述基金的申购、赎回、定期定额投资等相关业务：

国联安鑫享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简称：国联安鑫享灵活配置混合；基金代码：A

类 001228、C类 002186）

国联安信心增长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国联安信心增长债券； 基金代码：A类

253060、B类 253061）

国联安安泰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简称：国联安安泰灵活配置混合；基金代码：

000058）

国联安安稳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简称：国联安安稳灵活配置混合；基金代码：

002367）

国联安安享稳健养老目标一年持有期混合型基金中基金（FOF）（基金简称：国联安安享稳健

养老一年持有混合（FOF）；基金代码：006918）

国联安行业领先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简称：国联安行业领先混合；基金代码：006568）

国联安价值优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简称：国联安价值优选股票；基金代码：006138）

国联安科技动力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简称：国联安科技动力股票；基金代码：001956）

国联安锐意成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简称：国联安锐意成长混合；基金代码：004076）

国联安双佳信用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LOF）（基金简称：国联安双佳信用债券（LOF）；基金

代码：162511）

国联安添利增长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国联安添利增长债券； 基金代码：A类

003275、C类 003276）

国联安添鑫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简称：国联安添鑫灵活配置混合；基金代码：A

类 001359、C类 001654）

国联安通盈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国联安通盈混合； 基金代码：A类

000664、C类 002485）

国联安鑫安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简称：国联安鑫安灵活配置混合；基金代码：

001007）

国联安鑫发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简称：国联安鑫发混合；基金代码：A类 004131、C类：

004132）

国联安鑫汇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简称：国联安鑫汇混合；基金代码：A类 004129、C类：

004130）

国联安鑫隆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简称：国联安鑫隆混合；基金代码：A类 004083、C类：

004084）

国联安鑫乾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简称：国联安鑫乾混合；基金代码：A类 004081、C类：

004082）

国联安远见成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简称：国联安远见成长混合；基金代码：005708）

国联安增鑫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国联安增鑫纯债债券； 基金代码：A类

006152、C类 006153）

国联安增盈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简称：国联安增盈债券；基金代码：A类 006509、C

类 006510）

国联安中证医药100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国联安医药100指数A； 基金代码：

000059）

二、定期定额投资业务规则

定期定额投资业务（以下简称“定投” ）是指投资者通过向有关销售机构提交申请，约定每期

申购日、扣款金额及扣款方式，由指定的销售机构在投资者指定资金账户内自动扣款并于每期约定

的申购日提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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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适用投资者范围

基金定投业务适用于符合基金合同的个人投资者和机构投资者。

2、办理场所

投资者可到中信证券山东营业网点或通过中信证券山东认可的受理方式办理定投业务申请。

具体受理网点或受理方式见中信证券山东各分支机构的公告。

3、办理时间

本业务的申请受理时间与本公司管理的基金在中信证券山东进行日常申购业务的受理时间相

同。

4、申请方式

（1）凡申请办理定投业务的投资者须首先开立本公司开放式基金账户（已开户者除外），具体

开户程序请遵循中信证券山东的规定。

（2）已开立国联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开放式基金账户的投资者请携带本人有效身份证件及相

关业务凭证，到中信证券山东各营业网点或中信证券山东认可的受理方式申请增开交易账号（已

在中信证券山东开户者除外），并申请办理定投业务，具体办理程序请遵循中信证券山东的规定。

5、扣款方式和扣款日期

投资者须遵循中信证券山东的基金定投业务规则，指定本人的人民币结算账户作为扣款账户，

根据中信证券山东规定的日期进行定期扣款。

6、扣款金额

投资者应与中信证券山东就相关基金申请开办定投业务约定每月固定扣款金额， 具体最低申

购金额遵循中信证券山东的规定，但每月最少不得低于人民币100元（含100元）。

7、定投业务申购费率

参加定投业务适用的申购费率同相关基金的招募说明书及其更新或相关的最新公告中载明的

申购费率。

8、交易确认

每月实际扣款日即为基金申购申请日，并以该日（T日）的基金单位资产净值为基准计算申购

份额，申购份额将在T+1工作日确认成功后直接计入投资者的基金账户内。 基金份额确认查询起始

日为 T+2工作日。

9、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的变更和终止

（1）投资者变更每期扣款金额、扣款日期、扣款账户等，须携带本人有效身份证件及相关凭证

到原销售网点或通过中信证券山东认可的受理方式申请办理业务变更， 具体办理程序遵循中信证

券山东的规定。

（2）投资者终止本业务，须携带本人有效身份证件及相关凭证到中信证券山东申请办理业务

终止，具体办理程序遵循中信证券山东的有关规定。

（3）本业务变更和终止的生效日遵循中信证券山东的具体规定。

三、转换业务规则

基金转换是指开放式基金份额持有人将其持有某只基金的部分或全部份额转换为同一基金管

理人管理的另一只开放式基金份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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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该销售机构代理的同一基金管理人管理的、在同一注册登记机构处注册登记的、同一收费模式的开

放式基金。

1、基金转换费及转换份额的计算：

进行基金转换的总费用包括转换手续费、 转出基金的赎回费和转入基金与转出基金的申购补

差费三部分。

（1）转换手续费率为零。 如基金转换手续费率调整将另行公告。

（2） 转入基金与转出基金的申购补差费按转入基金与转出基金之间申购费率的差额计算收

取，具体计算公式如下：

转入基金与转出基金的申购补差费率 =� max� [（转入基金的申购费率-转出基金的申购费

率），0� ]，即转入基金申购费率减去转出基金申购费率，如为负数则取零。

前端份额之间转换的申购补差费率按转出金额对应转入基金的申购费率和转出基金的申购费

率作为依据来计算。 后端份额之间转换的申购补差费率为零，因此申购补差费为零。

2、转换份额的计算公式：

转出金额＝转出基金份额×转出基金当日基金份额净值

转换费用＝转换手续费＋转出基金的赎回费＋申购补差费

其中：

转换手续费＝0

赎回费＝转出金额×转出基金赎回费率

申购补差费＝(转出金额－赎回费)×申购补差费率/(1+申购补差费率)

（1）如果转入基金的申购费率 〉 转出基金的申购费率

转换费用＝转出基金的赎回费+申购补差费

（2）如果转出基金的申购费率 ≥ 转入基金的申购费率

转换费用＝转出基金的赎回费

（3）转入金额 =�转出金额 -�转换费用

（4）转入份额 =�转入金额 /�转入基金当日基金份额净值

其中，转入基金的申购费率和转出基金的申购费率均以转出金额作为确定依据。

注：转入份额的计算结果四舍五入保留到小数点后两位。

3、转换业务规则：

（1）基金转换以份额为单位进行申请。投资者办理基金转换业务时，转出的基金必须处于可赎

回状态，转入的基金必须处于可申购状态。

（2）基金转换采取未知价法，即以申请受理当日各转出、转入基金的单位资产净值为基础进行

计算。

（3）正常情况下，基金注册登记机构将在T+1日对投资者T日的基金转换业务申请进行有效性

确认。 在T+2日后（包括该日）投资者可在相关网点查询基金转换的成交情况。

（4）目前，每次对上述单只基金转换业务的申请原则上不得低于100份基金份额；如因某笔基

金转出业务导致该基金单个交易账户的基金份额余额少于100份时，基金管理人将该交易账户保留

的基金份额余额一次性全额转出。 单笔转入申请不受转入基金最低申购限额限制。

（5）单个开放日单只基金净赎回申请（赎回申请份额与转出申请份额总数，扣除申购申请份

额与转入申请份额总数后的余额） 超过上一开放日该基金总份额的10%时， 即认为发生了巨额赎

回。 发生巨额赎回时，基金转出与基金赎回具有相同的优先等级，基金管理人可根据该基金资产组

合情况，决定全额转出或部分转出，并且对于基金转出和基金赎回采取相同的比例确认。 在转出申

请得到部分确认的情况下，未确认的转出申请将不予以顺延。

（6）目前，原持有基金为前端收费模式下基金份额的，只能转换为其他前端收费模式的基金份

额，后端收费模式下的基金份额只能转换为其他后端收费模式的基金份额。

（7）上述业务规则具体以各相关基金注册登记机构的有关规定为准。

（8）在中信证券山东具体可办理转换业务的本公司旗下基金，为中信证券山东已销售并开通

转换业务的基金。

基金管理人可以在基金合同约定的范围内根据实际情况调整转换业务规则并公告。

四、投资者可以通过以下途径了解或咨询相关详情

1、国联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热线：021-38784766，400-700-0365（免长途话费）

网站：www.cpicfunds.com

2、中信证券山东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热线：0532-85022313

网站：http://sd.citics.com

五、重要提示

1、本公告仅就中信证券山东开通本公司旗下部分基金的申购、赎回、定期定额投资等相关销售

业务的事项予以公告。今后中信证券山东若代理本公司旗下其他基金的销售及相关业务，届时将另

行公告。

2、本公告涉及上述基金在中信证券山东办理基金销售业务的其他未明事项，敬请遵循中信证

券山东的具体规定。

3、投资者办理基金交易等相关业务前，应仔细阅读相关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及其更

新、风险提示及相关业务规则和操作指南等文件。

4、本公告的最终解释权归本公司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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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金的过往业绩并不代表其将来表现，基金管理人管理的其他基金的业

绩并不构成基金业绩表现的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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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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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联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二〇年九月三十日

富荣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旗下部分基金参加北京新浪仓石

基金销售有限公司基金申购及定期定

额投资申购费率优惠活动的公告

为更好地满足广大投资者的理财需求，经富荣基金管理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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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20年9月30� � 日起，本公司

旗下部分基金参加新浪仓石开展的基金申购及定期定额投资申购费率优惠活动，具体的活动时间、

优惠费率以新浪仓石的规定为准。 相关优惠方案公告如下：

一、适用基金

（1）富荣富安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基金代码：005173）；

（2）富荣富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基金代码：004792）；

（3）富荣福锦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基金代码：005164）；

（4）富荣中证500指数增强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基金代码：004790）；

（5）富荣沪深300指数增强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基金代码：004788）；

（6）富荣福鑫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基金代码：004794）；

（7）富荣富兴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004441）；

（8）富荣富祥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003999）；

（9）富荣福康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基金代码：005104）；

（10）富荣价值精选灵活配置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A类（基金代码：006109）；

（11）富荣富开1-3年国开债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基金代码：006488）；

（12）富荣富金专项金融债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006613）。

（13）富荣富恒两年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009506）

二、优惠活动内容

活动期间， 投资者通过新浪仓石一次性或定期定额投资申购本公司上述基金 （限前端收费模

式），享有费率折扣优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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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以新

浪仓石的安排和规定为准。

三、重要提示

1、本优惠活动仅适用于处于正常申购期的基金的一次性申购手续费和定期定额投资申购手续

费，不包括上述基金的后端收费模式的申购手续费，也不包括基金转换业务的申购补差费,对于大

额申购采用固定费用方式收费的基金不参与折扣活动。

2、上述基金原申购费率标准请详见上述基金相关法律文件及本公司发布的最新业务公告。

3、此次公告的优惠活动内容或业务规则如与之前公告信息不同，请以本次公告信息为准。

四、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了解或咨询相关情况

1、北京新浪仓石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010-62675369

网址：www.xincai.com

2、富荣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400� 685� 5600

网址：www.furamc.com.cn

本次优惠活动解释权归北京新浪仓石基金销售有限公司所有，有关本次活动的具体事宜，敬请

投资者留意北京新浪仓石基金销售有限公司的有关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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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敬请投资者留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富荣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二○年九月三十日

富荣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旗下部分

基金新增北京新浪仓石基金销售有限

公司为销售机构并开通基金定期定额

投资业务和基金转换业务的公告

为更好地满足广大投资者的理财需求，根据富荣基金管理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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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签署的委托销售协议，自2020年9月30日

起新增委托北京新浪仓石基金销售有限公司旗下部分基金并开通基金“定期定额投资业务” 和基

金转换业务，具体的业务流程、办理时间和办理方式以新浪仓石的规定为准。 现将相关事项公告如

下：

一、适用基金

（1）富荣富安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A类005173� 、C类005174）；

（2）富荣富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A类004792、C类004793）；

（3）富荣福锦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A类005164、C类005165）；

（4）富荣中证500指数增强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A类004790、C类004791）；

（5）富荣沪深300指数增强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A类004788、C类004789）；

（6） 富荣福鑫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A类004794、C类004795）；

（7）富荣富兴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004441）；

（8）富荣富祥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003999）；

（9）富荣货币市场基金（基金代码：A类003467、B类003468）；

（10）富荣福康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A类005104、C类005105）；

（11） 富荣价值精选灵活配置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代码：A类006109、C类

006110）；

（12）富荣富开1-3年国开债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A类006488、C类007907）；

（13）富荣富金专项金融债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006613）。

（14）富荣富恒两年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009506）

二、业务咨询

1、富荣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400� 685� 5600

网址：www.furamc.com.cn

2、北京新浪仓石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010-62675369

公司网站：www.xincai.com

风险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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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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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敬请投资者留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富荣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二○年九月三十日

关于大成债券投资基金调整大额申购

（含定期定额申购）及基金转换转入金

额限额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20年09月30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大成债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大成债券

基金主代码 090002

基金管理人名称 大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有关法律法规、《大成债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大成债

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

调整相关业务的

起始日、 金额及

原因说明

调整大额申购（含定期定额申购）起始日 2020年10月9日

调整大额转换转入起始日 2020年10月9日

限制申购金额（含定期定额申购）（单位：

人民币元）

100,000,000.00

限制转换转入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100,000,000.00

调整大额申购（含定期定额申购）及基金

转换转入业务的原因说明

为了满足广大投资者需要。

下属分级基金的基金简称 大成债券A/B 大成债券C

下属分级基金的交易代码 090002

092002下属分级基金的前端交易代码 090002

下属分级基金的后端交易代码 091002

该分级基金是否调整大额申购（含定期定额申购、 转换转

入）金额限额

是 是

下属分级基金的限制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100,000,000.00 100,000,000.00

2�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1、 为了满足广大投资者需要，本公司决定:

自2020年10月9日起，由单日单个账户申购（含定期定额申购）、转换转入大成债券投资基金的

累计金额不超过100万元（含本数）调整为单日单个账户申购（含定期定额申购）、转换转入大成债

券投资基金的累计金额应不超过1亿元（含本数）。 如果单日单个账户申购（含定期定额申购）、转

换转入大成债券投资基金的累计金额超过1亿元（不含本数），本公司将有权予以拒绝。

2、大成债券投资基金恢复办理正常大额申购（含定期定额申购）、基金转换转入业务的具体时

间将另行公告。

3、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

(1)大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站：www.dcfund.com.cn

(2)大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客户服务热线：400-888-5558（免长途通话费用）

大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0年9月30日

关于大成鼎臻一年持有期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

A

、

C

类份额增加江苏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为销售机构的公告

根据大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与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签署的销售服务协议及相关业务准备情

况,� 自2020年9月30日起，投资者可以通过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办理大成鼎臻一年持有期混合

型证券投资基金A、C类份额（A类份额基金代码：009497、C类份额基金代码：009498）的开户、认

购等业务，具体办理程序请遵循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相关规定。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

详情:

1、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95319

网址：www.jsbchina.cn

2、大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400-888-5558（免长途通话费用）

网址：www.dcfun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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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资者投资于上述基金时应认真阅读上述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

明书等资料。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大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二〇年九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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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百川高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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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百川高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于2020年

9月28日在公司会议室召开。 会议通知已于2020年9月23日以书面、电子邮件方式通知了全体董事，

应到董事7名，实到董事7名。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由董事长

郑铁江先生主持，公司部分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会议审议并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关于全资子公司南通百川新材料有限公司变更经营范围的议案》

会议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公司全资子公司南通百川新材料有限公司因业务发展需要，经营范围拟发生如下变更：

变更项目 变更前 变更后

经营范围

纳米材料、锂电能源材料及化工新材料助剂产品的技术研究；危险化

学品生产（乙酸正丁酯、乙酸乙酯、乙酸异丁酯、乙酸异丙酯、乙酸正

丙酯、甲醛、聚酯绝缘树脂、聚氨酯绝缘树脂、聚酯亚胺绝缘树脂、聚酰

胺酰亚胺绝缘树脂、酚醛绝缘树脂、聚酰亚胺绝缘树脂、缩醛绝缘树

脂、聚酰胺绝缘树脂、绝缘树脂副产甲醇）；危险化学品销售（按《危

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所列项目经营）；经营性道路危险货物运输（3

类、8类）（剧毒化学品除外）；化工产品（偏苯三酸酐、三羟甲基丙烷、

偏苯三酸三辛酯、丙二醇甲醚、丙二醇甲醚醋酸酯、异构丙二醇甲醚、

二丙二醇甲醚、异构丙二醇甲醚醋酸酯、二丙二醇甲醚醋酸酯、乙酸

钠、双三羟甲基丙烷、甲酸钠、多元醇、多元酸酐、环三羟甲基丙烷、环

三羟甲基丙烷缩甲醛）生产、销售；化工原料（不含危险化学品）的销

售；化工产品及其生产技术的研究、开发；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

的进出口业务， 但国家限定企业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

外。（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的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许可项目：危险化学品生产；危险化学品经营；有

毒化学品进出口；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进出

口代理；道路货物运输（不含危险货物）；道路货

物运输（含危险货物）。（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

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一般项目：化工产品生产（不含许可类化工

产品）；化工产品销售（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

合成材料制造（不含危险化学品）；合成材料销

售；专用化学产品制造（不含危险化学品）；专用

化学产品销售（不含危险化学品）；新材料技术

研发；电子专用材料研发。 （除依法须经批准的

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公司授权南通百川新材料有限公司经营管理层办理后续章程变更及工商变更登记等手续，南

通百川新材料有限公司变更后的具体经营范围内容以工商部门登记核准为准。

特此公告。

江苏百川高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9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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