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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基准推出，经基金管理人与基金托管人协商，本基金可以在报中国证监会备案后

变更业绩比较基准并及时公告，而无需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

十、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

本基金为债券型基金，其预期风险和预期收益低于股票基金、混合基金，高于

货币市场基金。

十一、基金投资组合报告

基金管理人的董事会及董事保证本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本基金托管人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根据本基金合同规定，于2017年4月18日

复核了本报告中的财务指标、净值表现和投资组合报告等内容，保证复核内容不存

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本投资组合报告所载数据截至2017年3月31日（“报告期末” ），本报告所列财

务数据未经审计。

1.报告期末基金资产组合情况

序号 项目 金额（元） 占基金总资产的比例（%）

1 权益投资 - -

其中：股票 - -

2 基金投资 - -

3 固定收益投资 3,137,452,108.65 98.17

其中：债券 3,137,452,108.65 98.17

资产支持证券 - -

4 贵金属投资 - -

5 金融衍生品投资 - -

6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 -

其中：买断式回购的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 -

7 银行存款和结算备付金合计 9,078,104.48 0.28

8 其他资产 49,487,272.95 1.55

9 合计 3,196,017,486.08 100.00

2.报告期末按行业分类的股票投资组合

报告期末，本基金未持有股票。

3.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十名股票投资明细

报告期末，本基金未持有股票。

4.报告期末按债券品种分类的债券投资组合

序号 债券品种 公允价值（元）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

1 国家债券 28,430,980.40 1.23

2 央行票据 - -

3 金融债券 1,284,517,500.00 55.54

其中：政策性金融债 1,284,517,500.00 55.54

4 企业债券 673,445,628.25 29.12

5 企业短期融资券 629,483,000.00 27.22

6 中期票据 472,360,000.00 20.42

7 可转债（可交换债） - -

8 同业存单 - -

9 其他 49,215,000.00 2.13

10 合计 3,137,452,108.65 135.65

5.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五名债券投资明细

序号 债券代码 债券名称 数量（张） 公允价值（元）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

（％）

1 150317 15进出17 2,400,000 237,144,000.00 10.25

2 150223 15国开23 2,400,000 236,664,000.00 10.23

3 160402 16农发02 2,200,000 215,842,000.00 9.33

4 130238 13国开38 1,500,000 151,305,000.00 6.54

5 080418 08农发18 850,000 84,872,500.00 3.67

6.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十名资产支持证券

投资明细

报告期末，本基金未持有资产支持证券。

7.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五名贵金属投资明

细

报告期末，本基金未持有贵金属投资。

8.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五名权证投资明细

报告期末，本基金未持有权证。

9.报告期末本基金投资的股指期货交易情况说明

报告期内，本基金未参与股指期货交易。

10.报告期末本基金投资的国债期货交易情况说明

报告期内，本基金未参与国债期货交易。

11.投资组合报告附注

(1) 报告期内本基金投资的前十名证券的发行主体未被监管部门立案调查，在

本报告编制日前一年内本基金投资的前十名证券的发行主体未受到公开谴责、处

罚。

(2)本基金投资的前十名股票中，没有超出基金合同规定的备选股票库之外的

股票。

(3)其他资产构成

序号 名称 金额（元）

1 存出保证金 19,903.98

2 应收证券清算款 -

3 应收股利 -

4 应收利息 49,467,368.97

5 应收申购款 -

6 其他应收款 -

7 待摊费用 -

8 其他 -

9 合计 49,487,272.95

(4)报告期末持有的处于转股期的可转换债券明细

报告期末，本基金未持有处于转股期的可转换债券。

(5)报告期末前十名股票中存在流通受限情况的说明

报告期末，本基金未持有股票。

十二、基金的业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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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金的过往业绩并不代表其未来表

现。 投资有风险，投资者在做出投资决策前应仔细阅读本基金的招募说明书。

1.本报告期基金份额净值增长率及其与同期业绩比较基准收益率的比较

阶段

净值增长

率①

净值增长率

标准差②

业绩比较基

准收益率③

业绩比较基

准收益率标

准差④

①－③ ②－④

2013年5月21日（基金合同

生效日） 至2013年12月31

日

1.10% 0.05% 2.18% 0.01% -1.08% 0.04%

2014年 9.74% 0.12% 3.53% 0.01% 6.21% 0.11%

2015年 9.26% 0.08% 2.65% 0.01% 6.61% 0.07%

2016年 1.20% 0.09% 2.03% 0.01% -0.83% 0.08%

2017年1月1日至2017年3

月31日

0.30% 0.06% 0.49% 0.01% -0.19% 0.05%

2. 自基金合同生效以来基金份额累计净值增长率变动及其与同期业绩比较基

准收益率变动的比较

图：嘉实丰益纯债定期债券基金份额累计净值增长率与同期业绩比较基准收益率

的历史走势对比图

（2013年5月21日至2017年3月31日）

注：按基金合同和招募说明书的约定，本基金自基金合同生效日起6个月内为

建仓期，建仓期结束时本基金的各项投资比例符合基金合同“第十二部分（二）投

资范围和（四）投资限制” 的有关约定。

十三、基金的费用与税收

（一）与基金运作有关的费用

1、基金费用的种类

（1）基金管理人的管理费；

（2）基金托管人的托管费；

（3）《基金合同》生效后与基金相关的信息披露费用；

（4）《基金合同》生效后与基金相关的会计师费、律师费、仲裁费和诉讼费；

（5）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费用；

（6）基金的证券交易费用；

（7）基金的银行汇划费用；

（8）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和《基金合同》约定，可以在基金财产中列支的其他费

用。

2、基金费用计提方法、计提标准和支付方式

（1）基金管理人的管理费

本基金的管理费按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的0.4%年费率计提。 管理费的计算方

法如下：

H＝E×0.4%÷当年天数

H为每日应计提的基金管理费

E为前一日的基金资产净值

基金管理费每日计算，逐日累计至每月月末，按月支付，经基金管理人与基金

托管人核对一致后，由基金托管人于次月首日起3个工作日内从基金财产中一次性

支付给基金管理人。 若遇法定节假日、公休日等，支付日期顺延。

（2）基金托管人的托管费

本基金的托管费按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的0.1%的年费率计提。 托管费的计算

方法如下：

H＝E×0.1%÷当年天数

H为每日应计提的基金托管费

E为前一日的基金资产净值

基金托管费每日计算，逐日累计至每月月末，按月支付，经基金管理人与基金

托管人核对一致后，由基金托管人于次月首日起3个工作日内从基金财产中一次性

支取给基金托管人。 若遇法定节假日、公休日等,支付日期顺延。

上述“1、基金费用的种类中第（3）－（8）项费用” ，根据有关法规及相应协议

规定，按费用实际支出金额列入当期费用，由基金托管人从基金财产中支付。

注： 2016年11月15日，本基金管理人发布了《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嘉

实丰益纯债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表决结果暨决议生

效的公告》，自2016年10月12日起执行新的管理费率与托管费率。 具体请参见嘉

实基金网站刊载的公告。

（二）与基金销售有关的费用

1、申购费

本基金申购费率按照申购金额递减， 即申购金额越大， 所适用的申购费率越

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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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基金的申购费用由申购人承担，主要用于本基金的市场推广、销售、登记等

各项费用，不列入基金财产。

本基金对通过直销中心申购的养老金客户与除此之外的其他投资者实施差别

的申购费率。

养老金客户包括全国社会保障基金、地方社会保障基金（若法规允许）、企业

年金单一计划及集合计划、企业年金养老金产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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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金管理人可在招募说明书更新时或发布临时公告

将其纳入养老金客户范围，并按规定向中国证监会备案。 非养老金客户指除养老金

客户外的其他投资者。

通过基金管理人的直销中心申购本基金份额的养老金客户申购费率见下表：

申购金额（含申购费） 申购费率

M＜50万元 0.24%

50万元≤M＜100万元 0.20%

100万元≤M＜300万元 0.16%

300万元≤M＜500万元 0.08%

M≥500万元 按笔收取，1000元/笔

其他投资者申购本基金基金份额申购费率见下表：

申购金额（含申购费） 申购费率

M＜50万元 0.60%

50万元≤M＜100万元 0.50%

100万元≤M＜300万元 0.40%

300万元≤M＜500万元 0.20%

M≥500万元 按笔收取，1000元/笔

2、赎回费率

本基金的赎回费用由基金份额持有人承担，对于所收取的基金份额赎回费，基

金管理人将其总额的100%计入基金财产。

本基金基金份额的赎回费率如下：

持有期限（H） 赎回费率

H＜30天 0.75%

H≥30天 0

3、基金管理人可以在法律法规和基金合同规定范围内调整申购费率和赎回费

率。 费率如发生变更，基金管理人应在调整实施前依照《信息披露办法》的有关规

定在指定媒体上刊登公告。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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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市场

情况制定基金促销计划，针对以特定交易方式(如网上交易等)等进行基金交易的投

资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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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转换费

2016年7月7日，本基金管理人发布了《关于嘉实丰益纯债定期开放债券型证

券投资基金第三个开放期开放申购、赎回及转换业务的公告》，本基金第三个开放

期（即2016年7月11日至2016年7月22日）开通的转换业务安排如下：

本次公告的转换业务仅适用于本基金与本公司旗下嘉实货币A/B、嘉实超短债

债券、嘉实多元债券A/B、嘉实安心货币A/B、嘉实安心货币A/B、嘉实快线货币A、

嘉实债券、嘉实信用债券A/C、嘉实纯债债券A/C、嘉实稳固收益债券、嘉实成长收

益混合A、嘉实增长混合、嘉实稳健混合、嘉实服务增值行业混合、嘉实优质企业混

合、嘉实主题混合、嘉实策略混合、嘉实研究精选混合、嘉实量化阿尔法混合、嘉实

回报混合、嘉实价值优势混合、嘉实主题新动力混合、嘉实领先成长混合、嘉实周期

优选混合、嘉实优化红利混合、嘉实研究阿尔法股票、嘉实泰和混合、嘉实沪深300

指数研究增强、嘉实医疗保健股票、嘉实新兴产业股票、嘉实新收益混合、嘉实逆向

策略股票、嘉实企业变革股票、嘉实先进制造股票、嘉实新消费股票、嘉实事件驱动

股票、嘉实低价策略股票、嘉实环保低碳股票、嘉实腾讯自选股大数据策略股票、嘉

实智能汽车股票、嘉实创新成长混合、嘉实新常态混合A/C、嘉实新趋势混合、嘉实

沪港深精选股票、 嘉实深证基本面120ETF�联接、 嘉实中创400�联接、 嘉实中证

500ETF�联接、嘉实中证金融地产ETF联接、嘉实沪深300ETF联接(LOF)、嘉实中

证中期企业债指数（LOF）A/C、嘉实基本面 50�指数(LOF)之间的转换业务。

本基金转换费用由转出基金赎回费用及基金申购补差费用构成：

（1）通过代销机构办理基金转换业务（“前端转前端” 的模式）

转出基金有赎回费用的,收取该基金的赎回费用。 从低申购费用基金向高申购

费用基金转换时,每次收取申购补差费用；从高申购费用基金向低申购费用基金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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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的申购费用差额进行补差。

（2）通过直销（直销柜台及网上直销）办理基金转换业务（“前端转前端” 的

模式）

转出基金有赎回费用的,收取该基金的赎回费用。 从0申购费用基金向非0申

购费用基金转换时,每次按照非0申购费用基金申购费用收取申购补差费；非0申购

费用基金互转时，不收取申购补差费用。

通过网上直销办理转换业务的，转入基金适用的申购费率比照该基金网上直

销相应优惠费率执行。

（3）通过网上直销系统办理基金转换业务（“后端转后端”模式）

1）若转出基金有赎回费，则仅收取转出基金的赎回费；

2）若转出基金无赎回费，则不收取转换费用。

转出基金有赎回费用的， 收取的赎回费归入基金财产的比例不得低于转出基

金的基金合同及招募说明书的相关约定。

基金转换费由基金份额持有人承担。 基金管理人可以根据市场情况调整基金

转换费率，调整后的基金转换费率应及时公告。

注1：嘉实安心货币、嘉实中证中期企业债指数（LOF）、嘉实信用债券、嘉实新

趋势灵活配置混合、嘉实新常态灵活配置混合、嘉实纯债债券、嘉实超短债、嘉实多

元收益债券、嘉实周期优选混合、嘉实逆向策略股票、嘉实快线货币基金A类份额有

单日单个基金账户的累计申购限制，具体请参见嘉实基金网站刊载的相关公告。 定

期开放类基金在封闭期内无法转换。

注2：2013年4月9日，本基金管理人发布了《关于网上直销开通基金后端收费

模式并实施费率优惠的公告》，自2013年4月12日起，在本公司基金网上直销系统

开通旗下部分基金产品的后端收费模式（包括申购、定期定额投资、基金转换等业

务）、并对通过本公司基金网上直销系统交易的后端收费进行费率优惠。 本公司直

销中心柜台和代销机构暂不开通后端收费模式。 2013年9月13日，本基金管理人发

布了《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增加开通后端收费基金产品的公告》，自2013年

9月17日起，本基金开通网上直销后端收费模式，并执行上述优惠费率和业务规则。

具体请参见嘉实基金网站刊载的公告。

（三）不列入基金费用的项目

下列费用不列入基金费用：

1、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因未履行或未完全履行义务导致的费用支出或基

金财产的损失；

2、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处理与基金运作无关的事项发生的费用；

3、《基金合同》生效前的相关费用；

4、 其他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中国证监会的有关规定不得列入基金费用的项

目。

（四）基金税收

本基金运作过程中涉及的各纳税主体， 其纳税义务按国家税收法律、 法规执

行。

十四、对招募说明书更新部分的说明

本招募说明书依据《证券投资基金法》、《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证

券投资基金销售管理办法》、《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及其它有关法律

法规的要求， 结合本基金管理人在本基金合同生效后对本基金实施的投资经营情

况，对本基金原招募说明书进行了更新。主要更新内容如下：1.在“重要提示”部分：

明确了更新招募说明书内容的截止日期及有关财务数据的截止日期。

2.在“三、基金管理人”部分：更新了基金管理人的相关信息。

3.在“四、基金托管人”部分：更新了基金托管人的相关信息。

4.在“五、相关服务机构”部分： 更新了直销机构、代销机构相关信息。

5.在“九、基金的投资”部分：补充了本基金最近一期投资组合报告内容。

6.在“十、基金的业绩”部分： 基金业绩更新至2017年1季度末。

7.在“二十三、其他应披露事项”部分：列示了2016年11月21日至2017年5月21

日本基金临时公告事项。

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7年7月3日

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增加银河证券等为嘉实创

业板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

资基金网下股票发售代理机构

的公告

根据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与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签署的开放式基金代销协议，上述代销机构自2017

年7月3日起对所有投资者办理嘉实创业板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的开

户、网下股票认购等业务。

投资者可以通过以下途径咨询、了解有关详情：

1.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 深圳市福田中心区金田路4036号荣超大厦16-20层

办公地址 深圳市福田中心区金田路4036号荣超大厦16-20层(518048)

法定代表人 詹露阳 联系人 石静武

电话 021-38631117 传真 021-58991896

网址 http://www.pingan.com 客服电话 95511—8

2.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办公地址 上海市静安区新闸路1508号

法定代表人 薛峰 联系人 刘晨、李芳芳

电话 （021）22169999 传真 （021）22169134

网址 www.ebscn.com 客服电话 4008888788、10108998

3.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办公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35号国际企业大厦C座

法定代表人 陈共炎 联系人 邓颜

电话 (010)66568292 传真 010-66568990

网址 www.chinastock.com.cn 客服电话 400-8888-888

4.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400-600-8800

网址：www.jsfund.cn

欢迎广大投资者垂询、惠顾办理本基金的开户、网下股票认购等相关业务。

特此公告。

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7年7月3日

关于嘉实创业板交易型开放式

指数证券投资基金网下股票认

购清单调整的提示性公告

经中国证监会批准， 嘉实创业板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场内简称

“创业板 E” ，基金代码“159955” ，以下简称“本基金” ）自2017� �年 5� �月 3��

日至 2017� �年 7月 7日公开发售， 其中通过基金管理人和代销机构进行网下

股票认购的发售日期为 2017� �年 7� �月 3� �日至 2017� �年 7月 7日。 嘉

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已于2017� � 年 4� � 月 28� � 日发布

了《嘉实创业板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份额发售公告》，对本基金的

网下股票认购清单进行了披露。

根据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和深圳交易所的公告， 创业板指数将于2017年第

一个交易日(7月3日)进行定期成分股调整。 本基金网下股票认购清单将一并调整，

调整后的网下股票认购清单于2017年7月3日起生效。

本基金网下股票认购清单新增成份股劲胜精密(300083)、坚瑞沃能(300116)、

华峰超纤(300180)� � 、开山股份(300257)� � 、宜通世纪(300310)、蒙草生态(300355)��

、贝达药业(300558)，删除成份股欧比特(300053)� � 、易联众 (300096)� � 上海钢联

(300226)� � 、冠昊生物(300238)� � 、新文化(300336)� � 、景嘉微(300474)� � 、中亚股份

(300512)。

本基金2017年7月3日生效的网下股票认购清单如下：

300001 特锐德 300116 坚瑞沃能 300271 华宇软件

300002 神州泰岳 300118 东方日升 300273 和佳股份

300003 乐普医疗 300122 智飞生物 300274 阳光电源

300009 安科生物 300124 汇川技术 300287 飞利信

300010 立思辰 300133 华策影视 300291 华录百纳

300014 亿纬锂能 300134 大富科技 300292 吴通控股

300015 爱尔眼科 300136 信维通信 300294 博雅生物

300017 网宿科技 300142 沃森生物 300296 利亚德

300020 银江股份 300144 宋城演艺 300297 蓝盾股份

300024 机器人 300145 中金环境 300310 宜通世纪

300026 红日药业 300146 汤臣倍健 300315 掌趣科技

300027 华谊兄弟 300156 神雾环保 300317 珈伟股份

300033 同花顺 300159 新研股份 300324 旋极信息

300037 新宙邦 300166 东方国信 300347 泰格医药

300043 星辉娱乐 300168 万达信息 300352 北信源

300055 万邦达 300170 汉得信息 300355 蒙草生态

300058 蓝色光标 300180 华峰超纤 300359 全通教育

300059 东方财富 300182 捷成股份 300364 中文在线

300068 南都电源 300185 通裕重工 300367 东方网力

300070 碧水源 300197 铁汉生态 300369 绿盟科技

300072 三聚环保 300199 翰宇药业 300376 易事特

300073 当升科技 300202 聚龙股份 300377 赢时胜

300077 国民技术 300203 聚光科技 300383 光环新网

300078 思创医惠 300207 欣旺达 300408 三环集团

300079 数码视讯 300212 易华录 300418 昆仑万维

300083 劲胜精密 300216 千山药机 300431 暴风集团

300085 银之杰 300222 科大智能 300433 蓝思科技

300088 长信科技 300244 迪安诊断 300450 先导智能

300090 盛运环保 300251 光线传媒 300458 全志科技

300098 高新兴 300253 卫宁健康 300459 金科娱乐

300101 振芯科技 300257 开山股份 300496 中科创达

300104 乐视网 300266 兴源环境 300498 温氏股份

300113 顺网科技 300267 尔康制药 300558 贝达药业

300115 长盈精密

重要提示：

（1）本公告仅对本基金网下股票认购可用成分股进行提示性公告，投资者如

需查询办理网下股票认购的发售代理机构以及网下股票认购限额等信息， 应当查

阅本基金份额发售公告以及本公司相关最新公告。

（2）投资者欲了解本基金认购的详细情况，请登录本公司网站（www.jsfund.

cn）或拨打本公司客户服务电话（010）85712266，或者全国统一客户热线400－

600－8800（免长途话费）咨询购买事宜。

（3）为保护投资者利益，同时根据本基金《招募说明书》的约定，对于在网下

股票认购期间价格波动异常或认购申报数量异常的个股， 若允许其认购可能影响

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的，基金管理人可不经公告，全部或部分拒绝该股票的认购申

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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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募说明书等文件。 敬请投资者留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7年7月3日

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增

加上海银行等为嘉实合润双债

两年期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

资基金代销机构的公告

根据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与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包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签署的开放式基金代销协议， 上述代销机构自2017年7月3日起对所有投资者办

理嘉实合润双债两年期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的开户、认购等业务。

投资者可以通过以下途径咨询、了解有关详情：

1.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办公地址 上海市浦东新区银城中路168号

法定代表人 金煜 联系人 汤征程

电话 021-68475888 传真 021-68476111

网址 www.bankofshanghai.com 客服电话 95594

2.包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办公地址 内蒙古包头市钢铁大街6号

法定代表人 李镇西 联系人 张建鑫

电话 010-64816038 传真 010-84596546

网址 http://www.bsb.com.cn 客服电话 95352

3.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400-600-8800

网址：www.jsfund.cn

欢迎广大投资者垂询、惠顾办理本基金的开户、认购等相关业务。

特此公告。

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7年7月3日

关于嘉实富时中国

A50

交易型

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接

基金开放日常申购、赎回、转换

及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17年7月3日

1.�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嘉实富时中国A5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

基金简称 嘉实富时中国A50ETF联接

基金主代码 004488

基金运作方式 契约型、开放式

基金合同生效日 2017年6月29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基金注册登记机构名称 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等

法律法规以及《嘉实富时中国A5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接

基金基金合同》、《嘉实富时中国A5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联接基金招募说明书》

申购起始日 2017年7月6日

赎回起始日 2017年7月6日

转换转入起始日 2017年7月6日

转换转出起始日 2017年7月6日

定期定额投资起始日 2017年7月6日

注：投资者范围：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可投资于证券投资基金的个人投资者、

机构投资者和合格境外机构

投资者以及法律法规或中国证监会允许购买证券投资基金的其他投资人。

2.日常申购、赎回、转换、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的办理时间

本基金自2017年7月6日开始办理基金份额的申购、赎回、转换和定期定额投资

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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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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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应在

实施日前依照《信息披露办法》的有关规定在指定媒介上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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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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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为下一开放日的申购、赎回或转换申请。

3.� �日常申购业务

3.1� �申购金额限制

投资者通过代销机构首次申购单笔最低限额为人民币100元，追加申购单笔最

低限额为人民币100元；投资者通过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上直销首次申购单笔

最低限额为人民币10元，追加申购单笔最低限额为人民币10元；投资者通过直销中

心柜台首次申购单笔最低限额为人民币20,000元； 追加申购单笔最低限额为人民

币1,000元。但若有代销机构特别约定首次申购单笔及追加单笔最低限额并已经发

布临时公告，则以该等公告为准。

投资者将当期分配的基金收益转购基金份额或采用定期定额投资计划时，不

受最低申购金额的限制。

投资者可多次申购，对单个投资者累计持有份额不设上限限制。 法律法规、中

国证监会另有规定的除外。

3.2� �申购费率

本基金基金份额前端申购费率按照申购金额递减，即申购金额越大，所适用的

申购费率越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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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体如下：

申购金额（含申购费） 申购费率

M＜50万元 1.2%

50万元≤M＜200万元 0.8%

200万元≤M＜500万元 0.4%

M≥500万元 按笔收取，每笔1000元

个人投资者通过本基金管理人直销网上交易系统申购本基金业务实行申购费

率优惠，其申购费率不按申购金额分档，统一优惠为申购金额的0.6％，但中国银行

长城借记卡、中国农业银行借记卡持卡人，申购本基金的申购费率优惠按照相关公

告规定的费率执行；机构投资者通过本基金管理人直销网上交易系统申购本基金，

其申购费率不按申购金额分档，统一优惠为申购金额的0.6％。优惠后费率如果低于

0.6％，则按0.6％执行。 基金招募说明书及相关公告规定的相应申购费率低于0.6%

时，按实际费率收取申购费。 个人投资者于本公司网上直销系统通过汇款方式申购

本基金的，前端申购费率优惠为0。

注：2014年9月2日，本基金管理人发布了《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增加开

通后端收费基金产品的公告》，自2017年7月6日起，增加开通本基金在本公司基金

网上直销系统的后端收费模式（包括申购、定期定额投资、基金转换等业务）、并对

通过本公司基金网上直销系统交易的后端收费进行费率优惠，本基金优惠后的费

率见下表：

持有期限（T）

基金网上直销@

后端申购优惠费率

0<T<1年 0.20%

1年≤T<3年 0.10%

T≥3年 0.00%

本公司直销中心柜台和代销机构暂不开通后端收费模式。 具体请参见嘉实基

金网站刊载的公告。

3.3� �其他与申购相关的事项

（1）本基金份额的申购费在投资者申购基金份额时收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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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本基金份额的申购费用由申购人承担， 主要用于本基金的市场推广、销

售、注册登记等各项费用，不列入基金财产。

（3）基金管理人可根据市场情况，调整对申购金额的数量限制，基金管理人必

须在调整前依照《信息披露办法》的有关规定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媒介上刊登公

告并报中国证监会备案。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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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最迟

应于新的费率或收费方式实施日前依照《信息披露办法》的有关规定在指定媒体

上公告。

4.日常赎回业务

4.1� �赎回份额限制

投资者通过代销机构或直销中心柜台单笔赎回不得少于100份（如该帐户在该

销售机构托管的基金余额不足100份，则必须一次性赎回基金全部份额）；若某笔赎

回将导致投资者在销售机构托管的基金余额不足100份时，基金管理人有权将投资

者在该销售机构托管的剩余基金份额一次性全部赎回。 但若有代销机构特别约定

单笔赎回最低份额并已经发布临时公告，则以该等公告为准。

投资者通过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上直销申请单笔赎回不得少于10份 （如

该帐户在该销售机构托管的基金余额不足10份， 则必须一次性赎回基金全部份

额）；若某笔赎回将导致投资者在销售机构托管的基金余额不足10份时，基金管理

人有权将投资者在该销售机构托管的剩余基金份额一次性全部赎回。

4.2� �赎回费率

本基金对基金份额收取赎回费，在投资者赎回基金份额时收取。 基金份额的赎

回费率按照持有时间递减， 即相关基金份额持有时间越长， 所适用的赎回费率越

低。

持有期限（T） 赎回费率

T<365天 0.5%

365天≤T<730天 0.25%

T≥730天 0

4.3� �其他与赎回相关的事项

（1） 本基金的赎回费用由基金份额持有人承担， 其中25%的部分归入基金资

产，其余部分用于支付注册登记费等相关手续费。

（2）基金管理人可根据市场情况，调整对赎回份额的数量限制，基金管理人必

须在调整前依照《信息披露办法》的有关规定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媒介上刊登公

告并报中国证监会备案。

（3）基金管理人可以在法律法规、基金合同约定的范围内调整费率或收费方

式，并最迟应于新的费率或收费方式实施日前依照《信息披露办法》的有关规定在

指定媒介上公告。

（4）基金销售机构可以在不违反法律法规规定及基金合同约定的情形下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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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转换业务

5.1� �开通转换业务基金明细

本基金在代销机构与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直销渠道上开放办理基金转换业

务。与本基金开通转换业务的本基金管理人旗下的基金包括：嘉实货币A/B、嘉实超

短债债券、嘉实多元债券A/B、嘉实安心货币A/B、嘉实快线货币A、嘉实信用债券

A/C、嘉实纯债债券A/C、嘉实稳固收益债券、嘉实稳祥纯债债券A/C、嘉实债券、嘉

实成长收益混合A、嘉实增长混合、嘉实稳健混合、嘉实服务增值行业混合、嘉实优

质企业混合、嘉实主题混合、嘉实策略混合、嘉实研究精选混合、嘉实量化阿尔法混

合、嘉实回报混合、嘉实价值优势混合、嘉实主题新动力混合、嘉实领先成长混合、

嘉实周期优选混合、嘉实优化红利混合、嘉实研究阿尔法股票、嘉实泰和混合、嘉实

沪深300指数研究增强、嘉实医疗保健股票、嘉实新兴产业股票、嘉实新收益混合、

嘉实逆向策略股票、嘉实企业变革股票、嘉实先进制造股票、嘉实新消费股票、嘉实

事件驱动股票、嘉实低价策略股票、嘉实环保低碳股票、嘉实腾讯自选股大数据策

略股票、嘉实智能汽车股票、嘉实创新成长混合、嘉实新常态混合A/C、嘉实新趋势

混合、嘉实沪港深精选股票、嘉实文体娱乐股票A/C、嘉实成长增强混合、嘉实优势

成长混合、嘉实研究增强混合、嘉实农业产业股票、嘉实物流产业股票A/C、嘉实新

能源新材料股票A/C、嘉实沪港深回报混合、嘉实丰和灵活配置混合、嘉实深证基本

面120ETF联接、嘉实中创400联接、嘉实中证500ETF联接、嘉实中证金融地产ETF

联接、嘉实中证中期企业债指数（LOF）A/C、嘉实沪深300ETF联接(LOF)、嘉实基

本面 50� �指数(LOF)、嘉实前沿科技沪港深股票。

注：本基金与嘉实中证中期企业债指数（LOF）A/C、嘉实沪深300ETF联接

(LOF)、嘉实基本面 50� �指数(LOF)之间的转换业务仅在嘉实基金直销渠道办理。

5.2� �基金转换费用

本基金转换费用由转出基金赎回费用及基金申购补差费用构成：

1、通过代销机构办理基金转换业务（“前端转前端” 的模式）

转出基金有赎回费用的,收取该基金的赎回费用。 从低申购费用基金向高申购

费用基金转换时,每次收取申购补差费用；从高申购费用基金向低申购费用基金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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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的申购费用差额进行补差。

2、通过直销（直销柜台及网上直销）办理基金转换业务（“前端转前端” 的模

式）

转出基金有赎回费用的,收取该基金的赎回费用。 从0申购费用基金向非0申购

费用基金转换时,每次按照非0申购费用基金申购费用收取申购补差费；非0申购费

用基金互转时，不收取申购补差费用。

通过网上直销办理转换业务的， 转入基金适用的申购费率比照该基金网上直

销相应优惠费率执行。

3、通过网上直销系统办理基金转换业务（“后端转后端”模式）

（1）若转出基金有赎回费，则仅收取转出基金的赎回费；

（2）若转出基金无赎回费，则不收取转换费用。

4、基金转换份额的计算

基金转换采取未知价法， 以申请当日基金份额净值为基础计算。 计算公式如

下：

转出基金金额=转出份额×转出基金当日基金份额净值

转出基金赎回费用=转出基金金额×转出基金赎回费率

转出基金申购费用=（转出基金金额-转出基金赎回费用）×转出基金申购费

率÷（1+转出基金申购费率）

转入基金申购费用=（转出基金金额-转出基金赎回费用）×转入基金申购费

率÷（1+转入基金申购费率）

申购补差费用 =MAX（0，转入基金申购费用-转出基金申购费用）

转换费用=转出基金赎回费用+申购补差费用

净转入金额=转出基金金额-转换费用

转入份额=净转入金额/转入基金当日基金份额净值

转出基金有赎回费用的, 收取的赎回费归入基金财产的比例不得低于法律法

规、中国证监会规定的比例下限以及该基金基金合同的相关约定。

注：嘉实安心货币单日单个基金账户累计申购（或转入、定投）不超过200万

元；嘉实超短债债券单日单个基金账户累计申购（或转入）不超过5000万元；嘉实

中证中期企业债指数（LOF）单日单个基金账户累计申购（或转入、定投）不超过

2000万元；嘉实新常态混合单日单个基金账户累计申购（或转入、定投）不超过1万

元；嘉实新趋势混合单日单个基金账户累计申购（或转入、定投）不超过10万元；嘉

实信用债券单日单个基金账户累计申购（或转入、定投）不超过500万元；嘉实多元

债券单日单个基金账户累计申购（或转入、定投）不超过1万元；嘉实纯债债券单日

单个基金账户累计申购（或转入、定投）不超过1万元；嘉实周期优选混合单日单个

基金账户累计申购（或转入、定投）不超过200万元；嘉实逆向策略股票单日单个基

金账户累计申购（或转入、定投）不超过200万元；嘉实快线货币A单日单个基金账

户累计申购（或转入、定投）不超过1亿元；具体请参见嘉实基金网站刊载的相关公

告。

5.3� �其他与转换相关的事项

（1）基金转换的时间：投资者需在转出基金和转入基金均有交易的当日，方可

办理基金转换业务。

（2）基金转换的原则：

①采用份额转换原则，即基金转换以份额申请；

②当日的转换申请可以在当日交易结束时间前撤销， 在当日的交易时间结束

后不得撤销；

③基金转换价格以申请转换当日基金份额净值为基础计算；

④投资者可在任一同时销售拟转出基金及转入基金的销售机构处办理基金转

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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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同一基金注册登记机构处注册的基金；

⑤基金管理人可在不损害基金份额持有人权益的情况下更改上述原则， 但应

在新的原则实施前在至少一种中国证监会指定媒体公告。

（3）基金转换的程序

①基金转换的申请方式

基金投资者必须根据基金管理人和基金代销机构规定的手续， 在开放日的业

务办理时间提出转换的申请。

投资者提交基金转换申请时，账户中必须有足够可用的转出基金份额余额。

②基金转换申请的确认

基金管理人应以在规定的基金业务办理时间段内收到基金转换申请的当天作

为基金转换的申请日（T日），并在T+1日对该交易的有效性进行确认。 投资者可在

T+2日及之后查询成交情况。

（4）基金转换的数额限制

基金转换时， 投资者通过销售机构由本基金转换到基金管理人管理的其他开

放式基金时，最低转出份额为100份基金份额，投资者通过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网上直销由本基金转换到基金管理人管理的其他开放式基金时， 最低转出份额为

10份基金份额。 但若有代销机构特别约定单笔转换份额最低限额并已经发布临时

公告，则以该等公告为准。

基金管理人可根据市场情况制定或调整上述基金转换的有关限制并及时公

告。

（5）基金转换的注册登记

投资者申请基金转换成功后， 基金注册登记机构在T＋1日为投资者办理减少

转出基金份额、增加转入基金份额的权益登记手续。 一般情况下，投资者自T＋2日

起有权赎回转入部分的基金份额。

基金管理人可在法律法规允许的范围内，对上述注册登记办理时间进行调整，

并于开始实施前在至少一种中国证监会指定媒体公告。

（6）基金转换与巨额赎回

当发生巨额赎回时，本基金转出与基金赎回具有相同的优先级，基金管理人可

根据基金资产组合情况，决定全额转出或部分转出，并且对于本基金转出和基金赎

回，将采取相同的比例确认；但基金管理人在当日接受部分转出申请的情况下，对

未确认的转换申请将不予顺延。

（7）拒绝或暂停基金转换的情形及处理方式

①发生下列情况时，基金管理人可拒绝或暂停接受投资人的转入申请：

（a）因不可抗力导致基金无法正常运作；

（b）发生基金合同规定的暂停基金资产估值情况时，基金管理人可暂停接收

投资人的转入申请；

（c）证券、期货交易所或外汇市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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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者无法办理转入业务；

（d）基金管理人接受某笔或某些转入申请可能会影响或损害现有基金份额持

有人利益时；

（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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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而损害现有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的情形；

（f）基金管理人、基金托管人、销售机构或登记机构的技术故障等异常情况导

致基金销售系统或基金注册登记系统或基金会计系统无法正常运行;

（g）法律法规规定或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②发生下列情形时， 基金管理人可暂停接受投资人的转出申请或者延缓支付

转出款项：

（a）因不可抗力导致基金管理人不能支付转出款项；

（b）发生基金合同规定的暂停基金资产估值的情况；

（c）证券、期货交易所或外汇市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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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者无法办理转出业务；

（d）连续两个或两个以上开放日发生巨额赎回；

（e）基金管理人接受某笔或某些转出申请可能会影响或损害现有基金份额持

有人利益时；

（f）法律法规规定或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③基金转换业务的解释权归基金管理人， 基金管理人可以根据市场情况在不

违背有关法律法规和《基金合同》的规定之前提下调整上述转换的收费方式、费率

水平、业务规则及有关限制，但应在调整生效前依照《信息披露办法》的有关规定

在指定媒介上公告。

投资者到本基金代销机构的销售网点办理本基金转换业务时， 其相关具体办

理规定以各代销机构的规定为准。

6.� �定期定额投资业务

6.1� �定投费率

（1）代销机构定投费率

各家代销机构的具体定期定额申购费率， 执行本基金招募说明书及相关公告

有关申购费率的规定。 其中， 下列代销机构开办本基金定投业务实行申购费率优

惠，具体费率优惠措施及业务规则执行相应代销机构的规定：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

（2）嘉实基金直销网上办理本基金定投费率优惠

个人投资者通过嘉实基金直销网上交易办理本基金定投业务，实行费率优惠：

本基金申购费率不按申购金额分档，统一优惠为申购金额的0.6％，但中国银行

借记卡持卡人的具体定期定额申购费率优惠按照相关公告规定的费率执行。

本基金招募说明书及相关公告规定的相应申购费率低于0.6%时， 按实际费率

收取申购费。

通过嘉实基金直销网上交易办理本基金定投业务， 每月固定扣款金额起点为

10以上（含10元）。

6.2� �通过代销机构办理本基金定投业务

以下代销机构开办本基金的定期定额投资业务， 各家代销机构的每月固定扣

款金额起点及其金额级差要求如下：

序号 代销名称 定投起点金额

金额极差要求（超过每月

固定扣款金额起点的部

分，元）

1 中国银行 100 无

7.基金销售机构

7.1直销机构

（1）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北京直销中心

办公地址 北京市东城区建国门南大街7号北京万豪中心D座12层

电话 （010）65215588 传真 （010）65215577

联系人 赵佳

（2）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上海直销中心

办公地址 上海市浦东新区世纪大道8号上海国金中心二期53层09-11单元

电话 （021）38789658 传真 （021）68880023

联系人 邵琦

（3）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成都分公司

办公地址 成都市高新区交子大道177号中海国际中心A座2单元21层04-05单元

电话 （028）86202100 传真 （028）86202100

联系人 王启明

（4）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

办公地址 深圳市福田区益田路6001号太平金融大厦16层

电话 （0755）25870686 传真 （0755）25870663

联系人 陈寒梦

（5）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青岛分公司

办公地址 青岛市市南区东路6号华润大厦3101室

电话 （0532）66777997 传真 （0532）66777676

联系人 胡洪峰

（6）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杭州分公司

办公地址 杭州市江干区四季青街道钱江路1366号万象城2幢1001A室

电话 （0571）88061392 传真 （0571）88021391

联系人 王振

（7）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福州分公司

办公地址 福州市鼓楼区五四路158号环球广场25层04单元

电话 （0591）88013673 传真 （0591）88013670

联系人 吴志锋

（8）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南京分公司

办公地址 南京市白下区中山东路288号新世纪广场A座4202室

电话 （025）66671118 传真 （025）66671100

联系人 徐莉莉

（9）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广州分公司

办公地址 广州市天河区珠江西路5号广州国际金融中心50层05-06A单元

电话 （020）88832125 传真 （020）81552120

联系人 周炜

（10）嘉实基金直销网上交易

投资者可登录本基金管理人网站，通过直销网上交易办理认购/申购、赎回、转

换、定期定额申购、定期定额赎回、定期定额转换、查询等业务。 具体参见相关公告。

7.2� �场外非直销机构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7.3其他与基金销售机构相关的事项

（1）开通本基金转换业务的代销机构包括：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各代销网点的地址、营业时间等信息，请参照各代销机构的规定。

（3）基金管理人可以根据情况增加或者减少代销机构，并另行公告。 销售机构

可以根据情况增加或者减少其销售城市、网点，并另行公告。 敬请投资者留意。

8.基金份额净值公告的披露安排

在开始办理基金份额申购或赎回后，基金管理人将在基金每个开放日的次日，

通过网站、基金份额发售网点以及其他媒介，披露开放日的基金份额净值和基金份

额累计净值，敬请投资者留意。

9.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1）嘉实富时中国A5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为契约型、开

放式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管理人为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注册登记机构为嘉实基

金管理有限公司，基金托管人为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本公告仅对本基金的开放申购、赎回业务及转换、定期定额投资业务事项

予以说明。 投资者欲了解本基金详细情况，请认真阅读2017年3月25日刊登在《证

券时报》上的“嘉实富时中国A5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招募说

明书” ，亦可登陆本公司网站（www.jsfund.cn）进行查询。

（3）投资者T日提交的有效申请，在正常情况下，基金注册登记机构在T+1日

内对该交易的有效性进行确认。 投资者应在T+2日后(包括该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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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否则，如因申请未得到基金管理

人或注册登记机构的确认而造成的损失，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基金销售机构对申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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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购与赎

回的确认以注册登记机构的确认结果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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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敬请投资者留意投资风险。

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7年7月3日

(上接B026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