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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国金金腾通货币市场证券投资基金暂停机构投资者 

申购、转换转入及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的公告 

 

1.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国金金腾通货币市场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国金金腾通货币 

基金主代码 000540 

基金管理人名称 国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

《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

《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

法》等法律法规及《国金金腾通货币市场

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国金金腾通货

币市场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等基金

法律文件 

暂停相关

业务的起

始日及原

因说明 

暂停相关业务投资者类型 机构投资者 

暂停申购投资渠道 部分代销渠道 

暂停申购起始日 2020年 12月 16日 

暂停转换转入起始日 2020年 12月 16日 

暂停定期定额投资起始日 2020年 12月 16日 

暂停申购（转换转入、定期定额投资）

的原因说明 

为保护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向投资者提

供更优质的服务 

下属基金份额类别的基金简称 国金金腾通货币 A 国金金腾通货币 C 

下属基金份额类别的交易代码 000540 001621 

注： 1、自 2020年 12月 16 日起，暂停下述代销渠道的机构投资者对本基金的申购、转换转入及

定期定额投资业务。 

销售机构 销售基金名称 网址 客服电话 

国都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国金金腾通货币 A www.guodu.com 400-818-8118 

平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国金金腾通货币 A stock.pingan.com 95511-8 

联储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国金金腾通货币 A www.lczq.com 400-620-6868 

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国金金腾通货币 A www.nesc.cn 95360 

申万宏源证券有限公司 国金金腾通货币 A www.swhysc.com 

95523、

4008895523 

申万宏源西部证券有限公司 国金金腾通货币 A www.hysec.com 4008-000-562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国金金腾通货币 A www.csc108.com 4008-888-108 

渤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国金金腾通货币 A www.ewww.com.cn 400-651-5988 

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国金金腾通货币 A www.essence.com.cn 

95517、

4008-001-001 

http://stock.pingan.com/
http://www.lczq.com/
http://www.nesc.cn/
http://www.swhysc.com/
http://www.hysec.com/
http://www.csc108.com/
http://www.ewww.com.cn/
http://www.essence.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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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天天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国金金腾通货币 A fund.eastmoney.com 

95021、

400-1818-188 

上海好买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国金金腾通货币 A www.howbuy.com 400-700-9665 

北京肯特瑞基金销售有限公

司 
国金金腾通货币 A fund.jd.com 95118 

北京创金启富基金销售有限

公司 
国金金腾通货币 A www.5irich.com 400-6262-818 

上海基煜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国金金腾通货币 A www.jiyufund.com.cn 400-820-5369 

奕丰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国金金腾通货币 A www.ifastps.com.cn 400-684-0500 

北京植信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国金金腾通货币 A www.zhixin-inv.com 400-680-2123 

北京增财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国金金腾通货币 A www.zcvc.com.cn 

010-67000988-

6025 

洪泰财富（青岛）基金销售

有限责任公司 
国金金腾通货币 A www.hongtaiwealth.com 400-8189-598 

浦领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国金金腾通货币 A www.zscffund.com 400-012-5899 

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国金金腾通货币 A www.mszq.com 95376 

信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国金金腾通货币 A www.cindasc.com 400-800-8899 

和耕传承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国金金腾通货币 A www.hgccpb.com 4000-555-671 

华瑞保险销售有限公司 国金金腾通货币 A www.huaruisales.com 952303 

江苏汇林保大基金销售有限

公司 
国金金腾通货币 A www.huilinbd.com 025-66046166 

北京汇成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国金金腾通货币 A www.hcjijin.com 400-619-9059 

上海凯石财富基金销售有限

公司 
国金金腾通货币 A www.vstonewealth.com 4006-433-389 

浙江同花顺基金销售有限公

司 
国金金腾通货币 A www.5ifund.com 952555 

上海长量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国金金腾通货币 A www.erichfund.com 400-820-2899 

上海万得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国金金腾通货币 A www.520fund.com.cn 400-799-1888 

阳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国金金腾通货币 A fund.sinosig.com 95510 

大连网金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国金金腾通货币 A www.yibaijin.com 4000-899-100 

杭州科地瑞富基金销售有限

公司 
国金金腾通货币 A www.cd121.com 0571-86655920 

北京度小满基金销售有限公

司 
国金金腾通货币 A www.baiyingfund.com 95055-4 

北京唐鼎耀华基金销售有限

公司 
国金金腾通货币 A www.tdyhfund.com 400-819-9868 

中银国际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国金金腾通货币 A www.bocichina.com 400-620-8888 

东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国金金腾通货币 A www.longone.com.cn 

95531、

400-8888-588 

珠海盈米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国金金腾通货币 A www.yingmi.cn 020-89629066 

泰信财富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国金金腾通货币 A www.hxlc.com 400-0048-821 

http://fund.eastmoney.com/
http://www.howbuy.com/
http://fund.jd.com/
http://www.5irich.com/
http://www.jiyufund.com.cn/
http://www.ifastps.com.cn/
http://www.zhixin-inv.com/
http://www.zcvc.com.cn/
http://www.hongtaiwealth.com/
http://www.zscffund.com/
http://www.mszq.com/
http://www.cindasc.com/
http://www.hgccpb.com/
http://www.huaruisales.com/
http://www.huilinbd.com/
http://www.hcjijin.com/
http://www.vstonewealth.com/
http://www.5ifund.com/
http://www.erichfund.com/
http://www.520fund.com.cn/
http://www.yibaijin.com/
http://www.cd121.com/
http://www.baiyingfund.com/
http://www.tdyhfund.com/
http://www.bocichina.com/
http://www.longone.com.cn/
http://www.yingmi.cn/
http://www.hxlc.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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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国金金腾通货币 A www.cmbc.com.cn 95568 

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同业

基金平台 
国金金腾通货币 A 

https://interbank.nbc

b.com.cn 
95574 

苏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国金金腾通货币 A www.suzhoubank.com/ 96067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国金金腾通货币 A https://i.yypt.com 95561 

众惠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国金金腾通货币 A www.hyzhfund.com 400-839-1818 

民商基金销售(上海)有限公

司 
国金金腾通货币 A www.msftec.com 021-50206003 

深圳前海微众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 
国金金腾通货币 A www.webank.com 400-999-8800 

泛华普益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国金金腾通货币 A www.puyifund.com 400-080-3388 

北京虹点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国金金腾通货币 A www.hongdianfund.com 400-618-0707 

上海华夏财富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 
国金金腾通货币 A www.amcfortune.com 400-817-5666 

恒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国金金腾通货币 A www.cnht.com.cn 
956088、

400-1966-188 

国盛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国金金腾通货币 A www.gszq.com 956080 

西部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国金金腾通货币 A www.west95582.com 95582 

玄元保险代理有限公司 国金金腾通货币 A www.100bbx.com 400-080-8208 

深圳前海微众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 
国金金腾通货币 C www.webank.com 400-999-8800 

北京虹点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国金金腾通货币 C www.hongdianfund.com 400-618-0707 

上海好买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国金金腾通货币 C www.howbuy.com 400-700-9665 

深圳前海微众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 
国金金腾通货币 C www.webank.com 400-999-8800 

和耕传承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国金金腾通货币 C www.hgccpb.com 4000-555-671 

华瑞保险销售有限公司 国金金腾通货币 C www.huaruisales.com 952303 

北京植信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国金金腾通货币 C www.zhixin-inv.com 400-680-2123 

 

2、在代销渠道的机构投资者前述业务暂停期间，本基金的赎回业务仍照常办理。 

3、本基金恢复代销渠道的机构投资者的申购、转换转入、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的时间，届时将另行

公告。 

2. 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1、投资者如有疑问，请拨打基金管理人客户服务热线：4000-2000-18，或登录基金管理人官

方网站 www.gfund.com获取相关信息。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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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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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www.cmbc.com.cn/
https://interbank.nbcb.com.cn/
https://interbank.nbcb.com.cn/
http://www.baidu.com/link?url=luROcu4mZYw7b7fkf_Qfpz70yv5VEZkTXyXsOn7qnKkjWGRK6AH1OAtkDu01R-wv
http://www.hongdianfund.com/
http://www.hongdianfund.com/
http://www.howbuy.com/
http://www.webank.com/
http://www.hgccpb.com/
http://www.huaruisales.com/
http://www.zhixin-inv.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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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类金融机构，基金的过往业绩及其净值高低并不预示其未来业绩表现，基金管理人管理的其他

基金的业绩不构成对本基金业绩表现的保证。投资有风险，投资者投资基金时应认真阅读基金的

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法律文件。 

 

特此公告。 

 

 

 

国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0 年 12月 15日 


