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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losure

方正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方正证券金立方一年持有期混合

型集合资产管理计划开通系统内转托

管业务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21年1月21日

方正证券金立方一年持有期混合型集合资产管理计划（基金简称“方正证券金立方” ，基金主代

码：970009；以下简称“本集合计划” ）的资产管理合同已于2020年9月7日正式生效。

为向投资者提供更优质的服务， 本集合计划管理人将自2021�年1月21日起开通本集合计划的系

统内转托管业务，通过场外认购、申购本集合计划的集合计划份额持有人自2021�年1月21日起可通过

认购、申购本集合计划的销售机构办理本集合计划份额的系统内转托管业务。 本集合计划系统内转托

管业务的办理规则以资产管理合同、招募说明书和销售机构的相关规定为准。

投资者可登录方正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官方网站（www.foundersc.com），或拨打本公司的客服电

话（95571）咨询相关信息。

特此公告。

方正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1月21日

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华夏国证

半导体芯片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

资基金发起式联接基金新增华鑫证券

有限责任公司为代销机构的公告

根据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与华鑫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华鑫证

券” ）签署的代销协议，投资者可自2021年1月21日起在华鑫证券办理华夏国证半导体芯片交易型开放

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发起式联接基金（以下简称“本基金” ，A类基金份额代码：008887，C类基金份额

代码：008888）的申购、赎回、转换、定期定额申购业务。 如本基金暂停办理对应业务或对其进行限制

的，请遵照相关公告执行。 投资者在华鑫证券办理本基金相关业务的数额限制、规则、流程以及需要提

交的文件等信息，请遵照本基金招募说明书或其更新、本公司发布的相关公告及华鑫证券的有关规定。

华鑫证券的业务办理状况亦请遵循其规定执行。

投资者可通过以下渠道咨询详情：

（一）华鑫证券客户服务电话：95323、400-109-9918；

华鑫证券网站：www.cfsc.com.cn；

（二）本公司客户服务电话：400-818-6666；

本公司网站：www.ChinaAMC.com。

本公司旗下开放式基金的代销机构已在本公司网站公示，投资者可登录查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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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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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投资者自行负担。 投资者在投资基金之前，请仔细阅读本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基金产品

资料概要等法律文件，全面认识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和产品特性，充分考虑自身的风险承受能力，在了

解产品情况、听取销售机构适当性匹配意见的基础上，理性判断市场，谨慎做出投资决策。 基金具体风

险评级结果以销售机构提供的评级结果为准。

特此公告

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二一年一月二十一日

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

华夏磐益一年定期开放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提前结束募集的公告

根据《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华夏磐益一年定期开放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以下简称“本基金” ，基金代码：010695）招募说明书及基金份额发售公告等规定，华夏基金管理有限

公司决定提前结束本基金的募集，2021年1月22日为本基金最后认购日，自2021年1月23日起本基金将

不再接受投资者的认购申请。

特此公告

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二一年一月二十一日

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旗下部分基金

2020年第4季度报告提示性公告

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董事会及董事保证旗下基金2020年第4季度报告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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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2020年第4季度报告涉及基金明细如下：

基金简称 基金代码 基金简称 基金代码

华夏3年封闭运作战略配售（LOF） 501186 华夏鼎祥三个月定期开放债券 004923

华夏短债债券 004672 华夏中证央企ETF 512950

华夏沪深300ETF联接 000051 华夏货币 288101

华夏鼎兴债券 004637 华夏聚丰混合（FOF） 005957

华夏战略新兴成指ETF 512770 华夏鼎通债券 006191

华夏沪港通恒生ETF联接 000948 华夏策略混合 002031

华夏沃利货币 002936 华夏债券 001001

华夏睿磐泰兴混合 004202 华夏蓝筹混合（LOF） 160311

华夏稳盛混合 005450 华夏理财30天债券 001057

华夏鼎汇债券 003826 华夏财富宝货币 000343

华夏鼎智债券 004052 华夏上证50AH优选指数（LOF） 501050

华夏稳定双利债券 288102 华夏现金宝货币 001077

华夏大中华混合（QDII） 002230 华夏收益宝货币 001929

华夏中证四川国改ETF联接 006560 华夏网购精选混合 002837

华夏鼎康债券 006665 华夏聚惠FOF 005218

华夏鼎略债券 006776 华夏3-5年中高级可质押信用债ETF联接 005581

华夏大中华信用债券（QDII） 002877 华夏3-5年中高级可质押信用债ETF 511280

华夏永康添福混合 005128 华夏中证500ETF 512500

华夏鼎旺三个月定期开放债券 005213 华夏中证500ETF联接 001052

华夏医疗健康混合 000945 华夏新兴消费混合 005888

华夏消费升级混合 001927 华夏鼎融债券 003301

华夏乐享健康混合 002264 华夏港股通精选股票（LOF） 160322

华夏行业景气混合 003567 华夏高端制造混合 002345

华夏保证金货币 519800 华夏中证央企ETF联接 006196

华夏鼎顺三个月定开债券 005364 华夏领先股票 001042

华夏优势精选股票 005894 华夏收入混合 288002

华夏恒生ETF 159920 华夏鼎利债券 002459

华夏稳增混合 519029 华夏行业混合（LOF） 160314

华夏新锦程混合 002838 华夏优势增长混合 000021

华夏惠利货币 004056 华夏亚债中国指数 001021

华夏沪深300指数增强 001015 华夏国企改革混合 001924

华夏大盘精选混合 000011 华夏薪金宝货币 000645

华夏节能环保股票 004640 华夏兴和混合 519918

华夏全球聚享（QDII） 006445 华夏新时代混合（QDII） 005534

华夏永福混合 000121 华夏新锦升混合 004050

华夏创业板ETF联接 006248 华夏磐晟混合（LOF） 160324

华夏回报二号混合 002021 华夏睿磐泰茂混合 004720

华夏新锦顺混合 004046 华夏收益债券（QDII） 001061

华夏鼎隆债券 004061 华夏能源革新股票 003834

华夏恒生ETF联接 000071 华夏创业板ETF 159957

华夏新活力混合 002409 华夏中小板ETF 159902

华夏产业升级混合 005774 华夏新趋势混合 002231

华夏新锦绣混合 002833 华夏盛世混合 000061

华夏回报混合 002001 华夏移动互联混合（QDII） 002891

华夏研究精选股票 004686 华夏成长混合 000001

华夏智胜价值成长股票 002871 华夏沪港通恒生ETF 513660

华夏行业龙头混合 005449 华夏中短债债券 006668

华夏创新前沿股票 002980 华夏沪深300ETF 510330

华夏纯债债券 000015 华夏磐泰混合（LOF） 160323

华夏新锦汇混合 004048 华夏鼎沛债券 005886

华夏中小板ETF联接 006246 华夏睿磐泰荣混合 005140

华夏复兴混合 000031 华夏睿磐泰利混合 005177

华夏希望债券 001011 华夏恒利3个月定开债券 002552

华夏安康债券 001031 华夏快线货币ETF 511650

华夏养老2040三年持有混合（FOF） 006289 华夏圆和混合 003300

华夏双债债券 000047 华夏新起点混合 002604

华夏经典混合 288001 华夏上证50ETF 510050

华夏经济转型股票 002229 华夏红利混合 002011

华夏鼎茂债券 004042 华夏科技成长股票 006868

华夏睿磐泰盛定开混合 003697 华夏中证四川国改ETF 159962

华夏上证50ETF联接 001051 华夏养老2050五年持有混合（FOF） 006891

华夏MSCI中国A股国际通ETF 512990 华夏养老2045三年持有混合（FOF） 006620

华夏MSCI中国A股国际通ETF联接 000975 华夏养老2035三年持有混合（FOF） 006622

华夏聚利债券 000014 华夏中债1-3年政金债指数 007165

华夏鼎福三个月定开债券 005791 华夏科技创新混合 007349

华夏军工安全混合 002251 华夏战略新兴成指ETF联接 006909

华夏恒融定开债券 004063 华夏野村日经225ETF 513520

华夏潜龙精选股票 005826 华夏创蓝筹ETF 159966

华夏可转债增强债券 001045 华夏创成长ETF 159967

华夏医药ETF 510660 华夏创蓝筹ETF联接 007472

华夏消费ETF 510630 华夏创成长ETF联接 007474

华夏金融ETF 510650 华夏中债3-5年政金债指数 007186

华夏新机遇混合 002411 华夏中证AH经济蓝筹股票指数 007505

华夏现金增利货币 003003 华夏鼎琪三个月定开债券 007576

华夏全球股票(QDII) 000041 华夏天利货币 002894

华夏鼎禄三个月定开债券 005862 华夏鼎泰六个月定期开放债券 005407

华夏兴华混合 519908 华夏全球科技先锋混合（QDII） 005698

华夏鼎诺三个月定期开放债券 004979 华夏鼎瑞三个月定期开放债券 004921

华夏中证5G通信主题ETF 515050 华夏饲料豆粕期货ETF 159985

华夏恒益18个月定开债券 007591 华夏常阳三年定开混合 007207

华夏鼎淳债券 007282 华夏中证全指证券公司ETF 515010

华夏中证银行ETF 515020 华夏逸享健康混合 007481

华夏中证银行ETF联接 008298 华夏国证半导体芯片ETF 159995

华夏中证全指房地产ETF 515060 华夏饲料豆粕期货ETF联接 007937

华夏中证全指房地产ETF联接 008088 华夏价值精选混合 007592

华夏稳健养老一年持有混合（FOF） 007652 华夏恒泰64个月定开债券 008349

华夏鼎泓债券 007666 华夏中证5G通信主题ETF联接 008086

华夏中证人工智能主题ETF 515070 华夏中证新能源汽车ETF 515030

华夏粤港澳大湾区创新100ETF联接 008199 华夏中证500指数增强 007994

华夏鼎佳债券 009082 华夏兴阳一年持有混合 009010

华夏恒慧一年定开债券 004639 华夏睿阳一年持有混合 009011

华夏黄金ETF 518850 华夏翔阳两年定开混合 501093

华夏中证全指证券公司ETF联接 007992 华夏粤港澳大湾区创新100ETF 159983

华夏磐利一年定开混合 009686 华夏创业板两年定开混合 160325

华夏黄金ETF联接 008701 华夏鼎航债券 008857

华夏中证人工智能主题ETF联接 008585 华夏成长精选6个月定开混合 009697

华夏安泰对冲策略3个月定开混合 008856 华夏国证半导体芯片ETF联接 008887

华夏鼎源债券 008947 华夏见龙精选混合 008308

华夏鼎明债券 008266 华夏线上经济主题精选混合 010020

华夏科技前沿6个月定开混合 010016 华夏中证浙江国资创新发展ETF 515760

华夏核心科技6个月定开混合 010106 华夏上证科创板50成份ETF 588000

华夏中证浙江国资创新发展ETF联接 008916 华夏上清所1-3年高等级国企中票 009445

华夏创新未来18个月封闭混合 501207 华夏鼎富债券 009922

华夏纳斯达克100ETF（QDII） 513300 华夏科技龙头两年定开混合 010180

华夏创新驱动混合 010305

上述基金2020年第4季度报告全文于2021年1月21日在本公司网站 （www.ChinaAMC.com）和

中国证监会基金电子披露网站（http://eid.csrc.gov.cn/fund）披露，供投资者查阅。 如有疑问可拨打

本公司客服电话（400-818-6666）咨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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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充分了解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审慎做出投资决定。

特此公告

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二一年一月二十一日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旗下基金2020年第4季度报告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董事保证基金季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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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旗下基金的季度报告全文于2021年1月21日在本公司网站（http:

//www.efunds.com.cn）和中国证监会基金电子披露网站（http://eid.csrc.gov.cn/fund）披露，供投

资者查阅。 如有疑问可拨打本公司客服电话（400� 881� 8088）咨询。 基金明细如下：

易方达天天理财货币市场基金

易方达信用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易方达纯债1年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易方达高等级信用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易方达裕丰回报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易方达丰华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易方达投资级信用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易方达恒久添利1年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易方达黄金交易型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

易方达易理财货币市场基金

易方达新兴成长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易方达裕惠回报定期开放式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易方达创新驱动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易方达现金增利货币市场基金

易方达财富快线货币市场基金

易方达天天增利货币市场基金

易方达龙宝货币市场基金

易方达天天发货币市场基金

易方达富华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易方达沪深300非银行金融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

易方达增金宝货币市场基金

易方达新经济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易方达改革红利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易方达裕如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易方达安心回馈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易方达新常态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易方达新收益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易方达新利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易方达新鑫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易方达新益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易方达新享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易方达沪深300医药卫生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

易方达新丝路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易方达国企改革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易方达瑞景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易方达瑞享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易方达瑞信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易方达瑞选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易方达国防军工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易方达中债3-5年期国债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易方达信息产业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易方达瑞和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易方达安盈回报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易方达瑞富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易方达瑞祺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易方达瑞财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易方达瑞智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易方达瑞兴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易方达瑞恒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易方达瑞祥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易方达环保主题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易方达现代服务业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易方达大健康主题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易方达量化策略精选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易方达裕祥回报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易方达裕景添利6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易方达丰惠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易方达供给改革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易方达丰和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易方达裕鑫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易方达富惠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易方达科瑞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易方达中债7-10年期国开行债券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易方达瑞通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易方达瑞弘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易方达瑞程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易方达恒益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易方达易百智能量化策略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易方达恒安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易方达港股通红利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易方达富财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易方达恒信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易方达蓝筹精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易方达中盘成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易方达鑫转增利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易方达鑫转添利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易方达鑫转招利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易方达恒惠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易方达汇诚养老目标日期2043三年持有期混合型基金中基金（FOF）

易方达安瑞短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易方达中证海外中国互联网5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

易方达科融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易方达安悦超短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易方达MSCI中国A股国际通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发起式联接基金

易方达汇诚养老目标日期2033三年持有期混合型发起式基金中基金（FOF）

易方达汇诚养老目标日期2038三年持有期混合型发起式基金中基金（FOF）

易方达中证50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发起式联接基金

易方达恒利3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易方达中债1-3年国开行债券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易方达中债3-5年国开行债券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易方达汇智稳健养老目标一年持有期混合型基金中基金（FOF）

易方达科技创新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易方达中短期美元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QDII）

易方达中债1-3年政策性金融债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易方达中债3-5年政策性金融债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易方达上证5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发起式联接基金

易方达恒兴3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易方达年年恒夏纯债一年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易方达ESG责任投资股票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易方达中证国企一带一路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发起式联接基金

易方达中证浙江新动能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

易方达中证80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发起式联接基金

易方达恒盛3个月定期开放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易方达优选多资产三个月持有期混合型基金中基金（FOF）

易方达年年恒秋纯债一年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易方达金融行业股票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易方达全球医药行业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易方达研究精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易方达裕富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易方达高端制造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易方达恒裕一年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易方达中证红利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发起式联接基金

易方达恒茂39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易方达如意安泰一年持有期混合型基金中基金（FOF）

易方达瑞川灵活配置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易方达磐恒九个月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易方达磐泰一年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易方达消费精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易方达年年恒春纯债一年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易方达均衡成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易方达优质企业三年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易方达招易一年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易方达瑞锦灵活配置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易方达创新成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易方达恒智63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易方达磐固六个月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易方达悦享一年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易方达信息行业精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易方达平稳增长证券投资基金

易方达策略成长证券投资基金

易方达50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易方达积极成长证券投资基金

易方达货币市场基金

易方达稳健收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易方达价值精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易方达价值成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易方达中小盘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易方达科汇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易方达科翔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易方达行业领先企业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易方达增强回报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易方达深证10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

易方达沪深30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

易方达上证中盘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

易方达消费行业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易方达医疗保健行业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易方达资源行业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易方达创业板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

易方达安心回报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易方达科讯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易方达沪深300量化增强证券投资基金

易方达恒生中国企业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

易方达双债增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易方达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易方达安和中短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易方达安源中短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易方达策略成长二号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易方达亚洲精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易方达标普全球高端消费品指数增强型证券投资基金

易方达保证金收益货币市场基金

易方达中证浙江新动能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易方达中证科技5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易方达中证人工智能主题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易方达深证10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基金

易方达创业板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易方达黄金交易型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

易方达岁丰添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易方达黄金主题证券投资基金（LOF）

易方达永旭添利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易方达中小板指数证券投资基金（LOF）

易方达中债新综合债券指数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LOF）

易方达中证银行指数证券投资基金（LOF）

易方达中证万得生物科技指数证券投资基金（LOF）

易方达并购重组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

易方达香港恒生综合小型股指数证券投资基金（LOF）

易方达标普500指数证券投资基金（LOF）

易方达标普医疗保健指数证券投资基金（LOF）

易方达标普生物科技指数证券投资基金（LOF）

易方达标普信息科技指数证券投资基金（LOF）

易方达原油证券投资基金（QDII）

易方达纳斯达克100指数证券投资基金（LOF）

易方达3年封闭运作战略配售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LOF）

易方达科顺定期开放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易方达创新未来18个月封闭运作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易方达军工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

易方达国企改革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

易方达证券公司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

易方达上证50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

易方达科创板两年定期开放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易方达上证5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易方达上证中盘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易方达沪深30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易方达中证50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易方达恒生中国企业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易方达沪深300医药卫生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易方达沪深300非银行金融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易方达MSCI中国A股国际通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易方达中证军工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易方达中证全指证券公司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易方达日兴资管日经225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QDII）

易方达中证海外中国互联网5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易方达中证香港证券投资主题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易方达中证国企一带一路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易方达中证红利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易方达中证80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易方达上证科创板50成份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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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充分了解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审慎做出投资决定。

特此公告。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1年1月21日

关于大成产业趋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C类份额

增加部分代销机构的公告

根据大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与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渤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农村商业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东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国泰君安

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信证券（山东）有限责任

公司、中信证券华南股份有限公司、中信期货有限公司、申万宏源证券有限公司、申万宏源西部证券有

限公司、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恒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国都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渤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华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方正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国中金财富证

券有限公司、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平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粤开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东莞证券股份公司、金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国盛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中山证券有限责任公

司、财信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天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航证券有限公司、世纪证券有限责任公司、第一

创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华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华鑫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南

京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基煜基金销售有限公司、珠海盈米基金销售有限公司、诺亚正行基金销售有

限公司、上海陆金所基金销售有限公司、深圳市新兰德证券投资咨询有限公司、和讯信息科技有限公

司、北京汇成基金销售有限公司、玄元保险代理有限公司、泛华普益基金销售有限公司、上海天天基金

销售有限公司、上海长量基金销售有限公司、上海联泰基金销售有限公司、北京新浪仓石基金销售有限

公司、浙江同花顺基金销售有限公司、北京蛋卷基金销售有限公司、京东肯特瑞基金销售有限公司、深

圳众禄基金销售股份有限公司、奕丰基金销售有限公司、深圳市金斧子基金销售有限公司、上海利得基

金销售有限公司、和耕传承基金销售有限公司、北京唐鼎耀华基金销售有限公司签署的销售服务协议

及相关业务准备情况,�自2021年1月25日起，投资者可以通过以上机构办理大成产业趋势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A、C类份额（A类基金代码：010826、C类基金代码：010827）的开户、认购等业务，具体办理

程序请遵循以上机构相关规定。 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

1、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95559

网址：www.bankcomm.com

2、渤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95541

网址：http://www.cbhb.com.cn

3、北京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96198

网址：www.bjrcb.com

4、东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956033

网址：www.dongguanbank.cn

5、重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400-70-96899

网址：www.cqcbank.com

6、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95525

网址：www.ebscn.com

7、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95521

网址：www.gtja.com

8、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4008888108

网址：www.csc108.com

9、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95548

网址：www.cs.ecitic.com

10、中信证券（山东）有限责任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95548

网址：http://sd.citics.com/

11、中信证券华南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95548

网址：www.gzs.com.cn

12、中信期货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400-990-8826

13、申万宏源证券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95523或4008895523

网址：www.sywg.com

14、申万宏源西部证券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400-800-0562

网址：www.hysec.com

15、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4008-888-888

网址：www.chinastock.com.cn

16、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95376

公司网址：www.mszq.com

17、恒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956088

网址：www.cnht.com.cn

18、国都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400-818-8118

网址：www.guodu.com

19、渤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4006515988

网址：WWW.EWWW.COM.CN

20、华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4008888818

网址：www.hx168.com.cn

21、方正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95571

网址：www.foundersc.com

22、中国中金财富证券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400� 600� 8008

网址：www.china-invs.cn

23、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95579、4008-888-999

网址：www.95579.com

24、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95575

网址：www.gf.com.cn

25、平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95511-8

网址：http://stock.pingan.com

26、粤开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95564

网址：http://www.ykzq.com

27、东莞证券股份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95328

网址：www.dgzq.com.cn

28、金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95372

网址：www.jyzq.cn

29、国盛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956080

网址：www.gszq.com

30、中山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95329

网址：www.zszq.com

31、财信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0731－84403333� 400-88-35316

网址：www.cfzq.com

32、天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95391

网址：www.tfzq.com

33、中航证券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95335

网址：www.avicsec.com

34、世纪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4008323000

网址：www.csco.com.cn

35、第一创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95358

网址：www.firstcapital.com.cn

36、华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400-188-3888

网址：www.chinalions.com

37、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95553、400-888-8001

网址：www.htsec.com

38、华鑫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客服电话：95323

网站：www.cfsc.com.cn

39、南京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95386

网址：www.njzq.com.cn

40、上海基煜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400-820-5369

网址：www.jiyufund.com.cn

41、珠海盈米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020-89629066

网址：www.yingmi.cn

42、诺亚正行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400-820-0025

网址：www.noah-fund.com

43、上海陆金所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4008219031

网址：www.lufunds.com

44、深圳市新兰德证券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400-166-1188

网址：www.new-rand.cn

45、和讯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400-920-0022

网址：http://licaike.hexun.com

46、北京汇成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400-619-9059

网址：http://www.hcjijin.com

47、玄元保险代理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400-080-8208

网址：www.licaimofang.cn

48、泛华普益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400-080-3388

网址：www.puyifund.com

49、上海天天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400-1818-188

网址：www.1234567.com.cn

50、上海长量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4008202899

网址：www.erichfund.com

51、上海联泰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400-118-1188

网址： www.66zichan.com

52、北京新浪仓石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010-62675369

网址：http://www.fund.sina.com.cn

53、浙江同花顺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952555

网址：www.5ifund.com

54、北京蛋卷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4001599288

网址：https://danjuanapp.com

55、京东肯特瑞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95118

网址：fund.jd.com

56、深圳众禄基金销售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4006-788-887

网址：www.zlfund.cn

57、奕丰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400-684-0500

网址：www.ifastps.com.cn

58、深圳市金斧子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400-9302-888

网址：www.jfzinv.com

59、上海利得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4000325885

网址：www.leadfund.com.cn

60、和耕传承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4000-555-671

网址：http://www.hgccpb.com/

61、北京唐鼎耀华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400-819－9868

网址：www.tdyhfund.com

6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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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〇二一年一月二十一日

中航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旗下全部基金

2020年第4季度报告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董事保证基金季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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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航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旗下：

中航航行宝货币市场基金

中航混改精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中航军民融合精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中航新起航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中航瑞景3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中航瑞明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的季度报告全文于2021年1月21日在本公司网站[www.avicfund.cn]和中国证监会基金电子披

露网站 （http://eid.csrc.gov.cn/fund） 披露， 供投资者查阅。 如有疑问可拨打本公司客服电话

（400-666-2186）咨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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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充分了解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审慎做出投资决定。

特此公告。

中航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1年1月21日

南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旗下公募证券

投资基金2020年第4季度报告提示性

公告

南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董事会及董事保证旗下基金2020年第4季度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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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旗下南华瑞盈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南华丰淳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南华瑞鑫定期开

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南华中证杭州湾区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南华瑞扬纯债债

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南华瑞恒中短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南华瑞元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

基金、南华价值启航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南华瑞泽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及南华中证杭州湾区交

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的2020年第4季度报告全文于2021年1月21日在本公司网站

(http://www.nanhuafunds.com)、中国证监会基金电子披露网站（http://eid.csrc.gov.cn/fund）披

露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仅涉及南华中证杭州湾区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披露，供投资

者查阅。 如有疑问可拨打本公司客服电话（4008105599）咨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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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充分了解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审慎做出投资决定。

特此公告。

南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1年1月21日

东方阿尔法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旗下全

部基金2020年4季度报告提示性公告

东方阿尔法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董事会及董事保证公司旗下基金2020年4

季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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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旗下东方阿尔法精选灵活配置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东方阿尔法优选混合型发起

式证券投资基金和东方阿尔法优势产业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的2020年4季度报告全文于2021

年1月21日在本公司网站（www.dfa66.com）和中国证监会基金电子披露网站（http://eid.csrc.gov.

cn/fund）披露，供投资者查阅。 如有疑问可拨打本公司客服电话（400-930-6677）咨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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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充分了解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审慎做出投资决定。

特此公告。

东方阿尔法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1年1月21日

浙江浙商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旗下基金2020年第四季度报告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董事保证基金季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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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浙商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旗下披露2020年第四季度报告的基金如下：

1浙商汇金转型成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2020年第四季度报告

2浙商汇金转型驱动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2020年第四季度报告

3浙商汇金转型升级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2020年第四季度报告

4浙商汇金聚利一年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2020年第四季度报告

5浙商汇金中证转型成长指数型证券投资基金2020年第四季度报告

6浙商汇金聚禄一年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2020年第四季度报告

7浙商汇金量化精选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2020年第四季度报告

8浙商汇金短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2020年第四季度报告

9浙商汇金聚鑫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2020年第四季度报告

10浙商汇金中高等级三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2020年第四季度报告

11浙商汇金聚盈中短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2020年第四季度报告

12浙商汇金中证浙江凤凰行动5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2020年第四季度报告

13浙商汇金鼎盈事件驱动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LOF)2020年第四季度报告

14浙商汇金中证浙江凤凰行动5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2020年第四季度报告

15浙商汇金卓越优选3个月持有期股票型基金中基金（FOF）2020年第四季度报告

16浙商汇金新兴消费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2020年第四季度报告

17浙商汇金安享66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2020年第四季度报告

18浙商汇金聚泓两年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2020年第四季度报告

上述基金2020年第四季度报告全文于2021年01月21日在本公司网站 （www.stocke.com.cn）和

中国证监会基金电子披露网站（http://eid.csrc.gov.cn/fund）披露，供投资者查阅。如有疑问可拨打本

公司客服电话（95345）咨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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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不保证上述基金一定盈

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请充分了解上述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审慎做出投资决定。

特此公告。

浙江浙商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21年01月21日

泰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旗下全部基金2020年第4季度报告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董事保证旗下全部基金2020年第4季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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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泰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旗下：

泰信天天收益货币市场基金

泰信先行策略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

泰信双息双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泰信优质生活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泰信优势增长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泰信蓝筹精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泰信增强收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泰信发展主题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泰信周期回报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泰信中证200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泰信中小盘精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泰信行业精选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泰信中证锐联基本面400指数证券投资基金（LOF）

（原泰信中证锐联基本面400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

泰信现代服务业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泰信鑫益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泰信国策驱动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泰信鑫选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泰信互联网+主题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泰信智选成长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泰信鑫利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泰信竞争优选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的2020年第4季度报告全文于2021年1月21日在本公司网站（www.ftfund.com）和中国证监会基

金电子披露网站（http://eid.csrc.gov.cn/fund）披露，供投资者查阅。 如有疑问可拨打本公司客服电话

（400-888-5988� 021-38784566）咨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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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充分了解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审慎做出投资决定。

特此公告。

泰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1年1月2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