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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添富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旗下部分基金增加苏宁基金为代销机构并参与费汇添富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旗下部分基金增加苏宁基金为代销机构并参与费
率优惠活动的公告率优惠活动的公告

  2018-09-18 00:00:00   字号：大 中 小

根据汇添富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与南京苏宁基金销售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苏宁基金”）签署的销售协议，自2018年9月19日起，本公司新增苏宁基金为旗下部分基金的
代销机构，并参与其开展的费率优惠活动。现将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     一、     适用基金及业务范围适用基金及业务范围

编号编号 基金代码基金代码 基金名称基金名称 是否开是否开
通转换通转换

是否开通是否开通
定投定投

基金份额登基金份额登
记机构记机构

1 501047 汇添富中证全指证券公司指数（LOF）A 是 是 中国结算
2 501048 汇添富中证全指证券公司指数（LOF）C 是 是 中国结算

3
501305

汇添富中证港股通高股息投资指数
（LOF）A 是 是 中国结算

4
501306

汇添富中证港股通高股息投资指数
（LOF）C 是 是 中国结算

5 004419 汇添富美元债债券（QDII）人民币A 否 是 汇添富基金
6 004420 汇添富美元债债券（QDII）人民币C 否 是 汇添富基金
7 004774 添富添福吉祥混合 是 是 汇添富基金
8 004877 添富全球医疗混合(QDII)人民币 否 是 汇添富基金
9 001725 汇添富高端制造股票 是 是 汇添富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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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05228 添富港股通专注成长 是 是 汇添富基金
11501043 汇添富沪深300指数（LOF）A 是 是 中国结算
12004270 汇添富民丰回报混合A 是 是 汇添富基金
13004271 汇添富民丰回报混合C 是 是 汇添富基金
14004946 添富盈润混合A 是 是 汇添富基金
15004947 添富盈润混合C 是 是 汇添富基金
16005351 添富行业整合混合 是 是 汇添富基金
17501045 汇添富沪深300指数（LOF）C 是 是 中国结算
18001668 汇添富全球互联混合（QDII） 否 是 汇添富基金
19004089 汇添富鑫瑞债券A 否 否 汇添富基金
20004090 汇添富鑫瑞债券C 否 否 汇添富基金
21501036 汇添富中证500指数（LOF）A 是 是 中国结算
22501037 汇添富中证500指数（LOF）C 是 是 中国结算

自2018年9月19日起，投资人可通过苏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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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宁基金的规定为准。

二、     二、     费率优惠内容费率优惠内容

申购费率优惠申购费率优惠 定投费率优惠定投费率优惠
1折 1折

三、重要提示重要提示

1、   上述申购、赎回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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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定投申购手续费，
不包括上述基金的后端收费模式的申购手续费、基金转换业务的申购补差费及赎回业务等其他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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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以苏宁
基金的安排和规定为准。

3、   基金转换只能在同一代销机构进行。转换的两只基金必须都是该代销机构代理的同一基金管
理人管理的、在同一基金份额登记机构注册登记的基金。投资者办理基金转换业务时，转出方的
基金必须处于可赎回状态，转入方的基金必须处于可申购状态。同一基金的不同份额之间不能转
换。

基金持有人可将其全部或部分基金份额转换成其它基金，但单笔转换份额不得低于1份。单笔转换
申请不受转入基金最低申购限额限制。

转换后基金份额持有人在销售机构保留的基金份额不足1份的，登记系统有权将全部剩余份额自动
赎回。

4、   投资者在苏宁基金办理上述适用基金列表中开通定投业务基金的定期定额投资业务，每期最
低扣款金额为10元人民币（含定投申购费）。

投资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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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者进行长期投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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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保证投资者获得收益，也不是替代储蓄的等效理财方式。

四、     四、     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

1、南京苏宁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95177

网站：www.snjijin.com

2、汇添富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客服热线：400-888-9918

网址：www.99fund.com

汇添富基金高度重视投资者服务和投资者教育，特此提醒投资者需正确认知基金投资的风险和长
期收益，做理性的基金投资人，做明白的基金投资人，享受长期投资的快乐！

特此公告。

汇添富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9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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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服电话：400-888-9918(免长途话费)客服邮箱：service@99fund.com人工服务时间：交易日早
8:30-晚21:00 双休日8:30-17:00

公司地址：上海市富城路99号震旦大厦20楼邮编：200120联系电话：(86)021-28932888传真：
(86) 021-28932998

汇添富旗下网站：China Universal Asset Management上海汇添富公益基金会 股东机构：东方证
券东方航空文新传媒

Copyright 2005-2018 汇添富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沪ICP备05008079号

本网站所有资讯与说明文字仅供参考，如有与本公司相关公告及基金法律文件不符，以相关公告
及基金法律文件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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