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民生加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旗下部分开放式基金增加天津国美

基金销售有限公司为销售机构并开通基金定期定额投资和转换业务、

同时参加费率优惠活动的公告 

 

根据民生加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与天津国美基金销

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美基金”）签署的基金销售协议，自2018年6月5日起，

本公司旗下部分开放式基金增加国美基金为销售机构，同时开通基金定期定额投

资业务和基金转换业务、参加国美基金开展的基金申购及定期定额申购费率优惠

活动。现将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 适用基金及业务范围 

编号 基金代码 基金名称 
是否开 

通定投 

是否开 

通转换 

是否参加 

费率优惠 

1 690001 
民生加银品牌蓝筹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 
开通 开通 参加 

2 
690002 民生加银增强收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A类 开通 开通 参加 

690202 民生加银增强收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C类 开通 开通 不参加 

3 690003 民生加银精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开通 开通 参加 

4 690004 民生加银稳健成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开通 开通 参加 

5 690005 民生加银内需增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开通 开通 参加 

6 
690006 民生加银信用双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A类 开通 开通 参加 

690206 民生加银信用双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C类 开通 开通 不参加 

7 690007 民生加银景气行业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开通 开通 参加 

8 690008 
民生加银中证内地资源主题指数型证券投资

基金 
开通 开通 参加 

9 690009 
民生加银红利回报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 
开通 开通 参加 

10 

690010 民生加银现金增利货币市场基金 A类 开通 开通 不参加 

690210 民生加银现金增利货币市场基金 B类 开通 开通 不参加 

001240 民生加银现金增利货币市场基金 D类 开通 开通 不参加 

11 690011 
民生加银积极成长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

金 
开通 开通 参加 

12 

690012 
民生加银家盈理财 7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A 类 
不开通 开通 不参加 

690212 
民生加银家盈理财 7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B 类 
不开通 开通 不参加 

13 000067 民生加银转债优选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A类 开通 开通 参加 



000068 民生加银转债优选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C类 开通 开通 不参加 

14 

000089 
民生加银家盈理财月度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A 类 
不开通 开通 不参加 

000090 
民生加银家盈理财月度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B 类 
不开通 开通 不参加 

15 000136 
民生加银策略精选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 
开通 开通 参加 

16 

000137 
民生加银岁岁增利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

基金 A类 
不开通 开通 参加 

000138 
民生加银岁岁增利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

基金 C类 
不开通 开通 不参加 

17 000408 
民生加银城镇化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

金 
开通 开通 参加 

18 000884 民生加银优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开通 开通 参加 

19 001220 
民生加银研究精选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 
开通 开通 参加 

20 001273 
民生加银新动力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

金 A类 
开通 开通 参加 

21 001352 
民生加银新战略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

金 
开通 开通 参加 

22 002449 
民生加银量化中国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 
开通 开通 参加 

23 002547 
民生加银养老服务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 
开通 开通 参加 

24 002683 
民生加银前沿科技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 
开通 开通 参加 

25 003792 民生加银现金宝货币市场基金 C类 开通 开通 不参加 

26 004124 民生加银鑫升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 开通 开通 参加 

27 

004254 
民生加银汇鑫一年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

基金 A类 
不开通 开通 参加 

004255 
民生加银汇鑫一年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

基金 C类 
不开通 开通 不参加 

28 

004532 
民生加银中证港股通高股息精选指数证券投

资基金 A类 
开通 不开通 参加 

004533 
民生加银中证港股通高股息精选指数证券投

资基金 C类 
开通 不开通 不参加 

29 
003382 民生加银鑫享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A类 开通 开通 参加 

003383 民生加银鑫享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C类 开通 开通 不参加 

30 

166902 
民生加银平稳增利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

基金 A类 
不开通 开通 参加 

166903 
民生加银平稳增利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

基金 C类 
不开通 开通 不参加 

31 166904 民生加银平稳添利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 不开通 开通 参加 



基金 A类 

166905 
民生加银平稳添利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

基金 C类 
不开通 开通 不参加 

32 000798 
民生加银家盈季度定期宝理财债券型证券投

资基金 
不开通 开通 不参加 

33 000799 
民生加银家盈半年定期宝理财债券型证券投

资基金 
不开通 开通 不参加 

 

从2018年6月5日起，投资人可通过国美基金办理上述列表中对应基金的开户、

申购、赎回、定投、转换等业务，具体的业务流程、办理时间和办理方式以国美

基金的规定为准。  

从2018年6月5日起，投资人通过国美基金成功办理上述列表中参加费率优惠

的基金的申购、定投申购、基金转换业务，其申购费率（含定投）、基金转换费

率享有折扣优惠，其中基金转换业务中转出与转入基金的原申购费补差费率享受

费率优惠（原申购补差费率为固定费用的除外），原费率请阅读各基金合同、招

募说明书等法律文件。具体实施费率优惠的范围及优惠措施以国美基金安排为准。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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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参与费率优惠活动的基金，仅适用于处于正常申购期的基金的申购、

定投申购及基金转换手续费，不包括赎回业务等其他业务的基金手续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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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以国美基金的安

排和规定为准，本公司不再另行公告。  

3、基金定期定额投资业务（或简称基金定投）是指投资者通过向有关销售

机构提出申请，约定每期扣款日、扣款金额及扣款方式，由销售机构于每期约定

扣款日在投资者指定银行账户内自动完成扣款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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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者

定期定额申购上述开放式基金的单次申购金额最低限额为人民币100元，具体以

销售机构的业务规则为准。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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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述适用基金及业务范围列表中拟开通转换业务的基金将在国美基金开展基

金转换业务。转换业务规则请参照本公司官网中发布的《民生加银基金管理有限

公司旗下基金转换业务规则》。 

三、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 

1、天津国美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客服热线：400-111-0889 

公司网址：www.gomefund.com 

公司地址：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第一大街79号MSDC1-28层2801 

邮编：300457 

2、民生加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服热线：400-8888-388（免长话费） 

公司网址：www.msjyfund.com.cn 

公司地址：深圳市福田区莲花街道福中三路2005号民生金融大厦13楼13A 

邮编：518038 

投资者欲了解本公司旗下基金详细情况，请仔细阅读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

等相关文件也可以致电本公司客户服务电话或登录本公司网站

www.msjyfund.com.cn查询。 欢迎广大投资者到国美基金咨询以及办理开户、认

购、申购、定投、转换等相关基金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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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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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者投资于本公司基金时应认真阅读各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

明书等资料。敬请投资者留意投资风险。  

本公司保留对本公告的解释权和修改权。  

特此公告。 

 
 

民生加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一八年六月一日 

http://www.msjyfund.com.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