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南方基金关于旗下部分基金增加阳光人寿为销售机构及开通相关业务的公告南方基金关于旗下部分基金增加阳光人寿为销售机构及开通相关业务的公告
 

 

根据南方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简称“本公司”）与阳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简称“阳光人寿”）签署的销售协议，阳光人寿将
自2019年1月3日起销售本公司旗下部分基金。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一、          适用基金及业务范围适用基金及业务范围

编号 基金代码 基金名称 定投业务 转换业务
1 000086 南方稳利1年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 不开通 不开通
2 000326 南方中小盘成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开通 开通
3 000327 南方潜力新蓝筹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开通 开通
4 000527 南方新优享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 开通 开通
5 000554 中国梦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开通 开通
6 000561 南方启元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 开通 开通
7 000562 南方启元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C类 开通 开通
8 000720 南方稳利1年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C类 不开通 不开通
9 000816 南方理财金交易型货币市场基金A类 开通 开通

10 000844 南方绝对收益策略定期开放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不开通 不开通
11 000955 南方产业活力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开通 开通
12 000997 南方双元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 开通 开通
13 000998 南方双元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C类 开通 开通
14 001053 南方创新经济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开通 开通
15 001113 南方大数据100指数证券投资基金A类 开通 开通
16 001181 南方改革机遇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开通 开通
17 001183 南方利淘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 开通 开通
18 001334 南方利鑫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 开通 开通
19 001335 南方利众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 开通 开通
20 001420 南方大数据300指数证券投资基金A类 开通 开通
21 001426 南方大数据300指数证券投资基金C类 开通 开通
22 001504 南方利淘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C类 开通 不开通
23 001505 南方利众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C类 开通 不开通
24 001536 南方君选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开通 开通
25 001566 南方利达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 不开通 不开通
26 001570 南方利安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 开通 开通
27 001573 南方互联网+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开通 开通
28 001691 南方香港成长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开通 不开通
29 001692 南方国策动力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开通 开通
30 001696 南方智造未来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开通 开通
31 001771 南方量化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开通 开通
32 001988 南方纯元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 不开通 开通
33 001989 南方纯元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C类 不开通 开通
34 002015 南方荣光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 开通 开通
35 002400 南方亚洲美元收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人民币） 开通 不开通
36 002401 南方亚洲美元收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C类（人民币） 开通 不开通
37 002527 南方安享绝对收益策略定期开放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不开通 不开通
38 002577 南方新兴龙头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开通 开通
39 002655 南方卓享绝对收益策略定期开放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不开通 不开通
40 002656 南方创业板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A类 开通 开通

41 002900

南方中证500信息技术指数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发起
式联接基金A类 开通 开通

42 002906 南方中证500量化增强股票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A类 开通 开通
43 002907 南方中证500量化增强股票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C类 开通 开通
44 003033 南方荣冠定期开放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不开通 不开通
45 003161 南方安泰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开通 开通
46 003295 南方安裕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 开通 开通
47 003473 南方天天利货币市场基金A类 开通 不开通
48 003474 南方天天利货币市场基金B类 开通 不开通
49 003476 南方安颐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开通 开通
50 003610 南方荣安定期开放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 不开通 不开通
51 003611 南方荣安定期开放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C类 不开通 不开通
52 003612 南方卓元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 开通 开通
53 003613 南方卓元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C类 开通 开通
54 003938 南方荣尊定期开放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 不开通 不开通
55 003939 南方荣尊定期开放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C类 不开通 不开通
56 003956 南方现代教育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开通 开通

57 004069
南方中证全指证券公司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

金A类 开通 开通
南方中证全指证券公司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

http://www.nffund.com/


58 004070
南方中证全指证券公司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

金C类 开通 开通
59 004224 南方军工改革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开通 开通
60 004342 南方开元沪深30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C类 开通 开通
61 004343 南方创业板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C类 开通 开通
62 004344 南方大数据100指数证券投资基金C类 开通 开通
63 004345 南方深证成份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C类 开通 开通
64 004346 中证南方小康产业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C类 开通 开通

65 004347
南方中证500信息技术指数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发起

式联接基金C类 开通 开通

66 004348
南方中证50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

（LOF）C类 开通 开通
67 004357 南方智慧精选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开通 开通
68 004429 南方文旅休闲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开通 开通

69 004432
南方中证申万有色金属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发起式联

接基金A类 开通 开通

70 004433
南方中证申万有色金属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发起式联

接基金C类 开通 开通
71 004443 南方荣知定期开放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 不开通 不开通
72 004444 南方荣知定期开放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C类 不开通 不开通
73 004446 南方荣年定期开放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 不开通 不开通
74 004447 南方荣年定期开放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C类 不开通 不开通
75 004517 南方安康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开通 开通
76 004555 南方和元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 不开通 开通
77 004556 南方和元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C类 不开通 开通

78 004597
南方中证银行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发起式联接基

金A类 开通 开通

79 004598
南方中证银行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发起式联接基

金C类 开通 开通
80 004625 南方高元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A类 开通 开通
81 004626 南方高元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C类 开通 开通

82 004642
南方中证全指房地产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发起式联接

基金A类 开通 开通

83 004643

南方中证全指房地产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发起式联接
基金C类 开通 开通

84 004648 南方安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开通 开通

85 004702 南方金融主题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开通 开通
86 004703 南方兴盛先锋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开通 开通
87 004705 南方祥元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 开通 开通
88 004706 南方祥元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C类 开通 开通
89 005059 南方安福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开通 开通
90 005123 南方优享分红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 开通 开通
91 005206 南方优选成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C类 开通 开通
92 005207 南方高端装备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C类 开通 开通
93 005215 南方全天候策略混合型基金中基金(FOF)A类 开通 不开通
94 005216 南方全天候策略混合型基金中基金(FOF)C类 开通 不开通
95 005397 南方安养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开通 开通
96 005403 南方融尚再融资主题精选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开通 开通
97 005461 南方希元可转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开通 开通
98 005554 南方恒生中国企业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A类 开通 不开通
99 005555 南方恒生中国企业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C类 开通 不开通
100 005691 南方中证100指数证券投资基金C类 开通 开通
101 005729 南方人工智能主题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开通 不开通
102 005741 南方君信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开通 不开通
103 005742 南方成安优选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开通 不开通
104 005769 南方共享经济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开通 不开通

105 0057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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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类 开通 开通

106 0057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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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类 开通 开通
107 005810 南方瑞祥一年定期开放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 不开通 不开通
108 005811 南方瑞祥一年定期开放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C类 不开通 不开通
109 005859 南方固胜定期开放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不开通 不开通
110 005979 南方合顺多资产配置混合型基金中基金(FOF)（A类） 不开通 不开通
111 005980 南方合顺多资产配置混合型基金中基金(FOF)（C类） 不开通 不开通
112 006030 南方昌元可转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 不开通 不开通
113 006031 南方昌元可转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C类） 不开通 不开通
114 006476 南方原油证券投资基金C类 开通 不开通
115 006517 南方吉元短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 不开通 不开通
116 006518 南方吉元短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C类 不开通 不开通
117 006539 南方优选价值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C类 开通 开通
118 006540 南方绩优成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C类 开通 开通
119 006541 南方成份精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C类 开通 开通
120 006585 南方宝元债券型基金C类 开通 开通
121 006586 南方安裕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C类 开通 开通



121 006586 南方安裕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C类 开通 开通
122 006587 南方优享分红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C类 开通 开通
123 006590 南方新优享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C类 开通 开通
124 202001 南方稳健成长证券投资基金 开通 开通
125 202002 南方稳健成长贰号证券投资基金 开通 开通
126 202003 南方绩优成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前端） 开通 开通
127 202005 南方成份精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前端） 开通 开通
128 202007 南方隆元产业主题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前端） 开通 开通
129 202009 南方盛元红利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前端） 开通 开通
130 202011 南方优选价值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前端） 开通 开通

131 202015
南方开元沪深30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A类

（前端） 开通 开通

132 202017

南方深证成份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A类（前
端）

开通 开通
133 202019 南方策略优化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前端） 开通 开通

134 202021

中证南方小康产业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A类
（前端）

开通 开通
135 202023 南方优选成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前端） 开通 开通
136 202025 南方上证38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前端） 开通 开通
137 202027 南方高端装备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前端） 开通 开通
138 202101 南方宝元债券型基金A类 开通 开通
139 202108 南方润元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 开通 开通
140 202110 南方润元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C类 开通 开通
141 202211 南方中证100指数证券投资基金A类 开通 开通
142 202212 南方平衡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开通 开通
143 202307 南方收益宝货币市场基金A类 开通 开通
144 202308 南方收益宝货币市场基金B类 不开通 开通
145 202801 南方全球精选配置证券投资基金 开通 不开通

从2019年1月3日起，投资人可通过阳光人寿办理上述列表中对应基金的开户、认购、申购、赎回、定投、转换等业务。

    上述列表中的基金可参与费率优惠活动，具体优惠规则以阳光人寿的安排为准。

二、二、          重要提示重要提示

    1、上述申购赎回业务仅适用于处于正常申购期及处于特定开放日和开放时间的基金。基金封闭期、募集期等特殊期间的有关规定详
见对应基金的《基金合同》和《招募说明书》等相关法律文件及本公司发布的最新业务公告。

    2、投资人可与阳光人寿约定定投业务的每期固定投资金额。目前，阳光人寿可办理上述适用基金列表中开通定投业务的基金，具体
的定投业务规则请参考阳光人寿的相关规定。

    3、基金转换是指投资人可将其通过销售机构购买并持有的本公司旗下某只开放式基金的全部或部分基金份额，转换为本公司管理的
另一只开放式基金的份额。上述适用基金列表中的基金，若同时采用前端收费和后端收费，则只开通前端收费模式下的转换业务。基金
转换费用与转换业务规则可参照我司2007年8月30日发布的《南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旗下基金在部分代销机构开展转换业务的公
告》和2008年3月11日发布的《南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调整旗下基金转换业务规则的公告》。

三、三、          投资人可通过以下途径了解或咨询相关情况：投资人可通过以下途径了解或咨询相关情况：

阳光人寿客服电话：95510

阳光人寿网址：http://fund.sinosig.com

南方基金客服电话：400-889-8899

南方基金网址：www.nffund.com

四、风险提示：风险提示：

1、投资人应当认真阅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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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根据自身的投资目的、投资
期限、投资经验、资产状况等判断基金是否和投资人的风险承受能力相适应。

    2、投资人应当充分了解基金定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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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定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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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投资人购买货币市场基金并不等于将资金作为存款存放在银行或存款类金融机构，基金管理人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
低收益。

特此公告

  ��                                      

http://www.nffund.com/
http://www.nffund.com/
http://www.nffund.com/


  ��                                      

南方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1月3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